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綠能建設

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
(核定版)

經濟部
107年10月修正

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

目

錄

第一章 計畫緣起 ..................................................................................... 1
1.1 依據 ................................................................................................. 1
1.2 現行相關政策 ................................................................................. 1
1.2.1 能源發展綱領........................................................................................... 2
1.2.2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4
1.2.3 風力發電 4 年計畫.................................................................................... 4
1.2.4 社會參與及政策溝通............................................................................... 5

1.3 未來環境預測 ................................................................................. 6
1.3.1 全球海洋經濟發展趨勢............................................................................ 6
1.3.2 臺灣海洋產業發展現況........................................................................... 9
1.3.3 我國離岸風電產業推動目標政策......................................................... 17
1.3.4 離岸風機水下基礎需求概況................................................................. 17
1.3.6 海域資源永續利用.................................................................................. 19
1.3.7 各國海洋科技產業政策.......................................................................... 21
1.3.8 海水淡化產業發展概況.......................................................................... 22
1.3.9 無人水下載具發展概況.......................................................................... 24

第二章 計畫目標 ................................................................................... 27
2.1

目標說明 ................................................................................. 28

2.2

目標限制 ................................................................................. 29

2.3

績效指標、衡量指標及目標值 ............................................. 29

第三章 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 ........................................................... 30
第四章 規劃構想 ................................................................................... 31
4.1 規劃說明 ....................................................................................... 31
4.2 海洋工程區 ................................................................................... 32
4.3 海洋科技工程人才培訓及認證中心 ........................................... 35
4.4 海洋科技產業創新研發中心 ....................................................... 36
4.5 海洋科技工程材料創新研發及驗證中心 ................................... 39

I

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

第五章 執行策略及方法 ....................................................................... 43
5.1 執行策略 ...................................................................................... 43
5.1.1 海洋工程區執行策略 ............................................................................. 43
5.1.2 海洋科技工程人才培訓及認證中心執行策略 ..................................... 44
5.1.3 海洋科技產業創新研發中心執行策略 ................................................. 45
5.1.4 海洋科技工程材料創新研發及驗證中心執行策略 ............................. 45

5.2 主要工作項目 .............................................................................. 46
5.2.1 取得土地 ................................................................................................ 46
5.2.2 辦理廠商遴選 ......................................................................................... 46
5.2.3 工程規劃施工 ......................................................................................... 47
5.2.4 研發中心先期規劃 ................................................................................ 47
5.2.5 海洋科技工程人才培訓及認證中心國際合作交流 ............................. 54

5.3 分工 .............................................................................................. 56
第六章 期程與資源需求 ....................................................................... 57
6.1 計畫期程 ...................................................................................... 57
6.2 所需資源說明 .............................................................................. 57
6.2.1 籌建期間 ................................................................................................ 57
6.2.2 人力資源需求 ........................................................................................ 58
6.2.3 其他配套需求 ........................................................................................ 58

6.3 經費來源及費用計算基準 .......................................................... 58
6.3.1 經費來源 ................................................................................................ 59
6.3.2 費用計算基準 ........................................................................................ 59

6.4 經費需求 ...................................................................................... 60
6.5 研發經費 ...................................................................................... 61
第七章 預期效果及可行性分析 ........................................................... 62
7.1 社會及經濟效益分析 .................................................................. 62
7.2 財務分析 ....................................................................................... 68
第八章 附則 ........................................................................................... 73
8.1 替選方案之分析及評估 ............................................................... 73
8.2 風險評估 ....................................................................................... 73

II

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

8.3 相關機關配合事項 ....................................................................... 73
附錄-1 社會參與及政策溝通情形 .......................................................... 75
附錄-2 建築空間及設施規劃說明 .......................................................... 80
附錄-3 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 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III

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

表

目

錄

表5-1 相關部會分工 ............................................................................56
表6-1 計畫經費需求表(按資本門與經常門分類) .............................60
表7-1 經濟效益評估表 ........................................................................67
表7-2 財務效益評估表 ........................................................................71
表附1-1 人才培訓中心建築與設備需求概估表 ..............................80
表附1-2 創新研發中心建築與設備需求概估表 ..............................80
表附1-3 綠建築設計技術建議表 ......................................................83

IV

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

圖

目

錄

圖1-1 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基地 ........................................... 1
圖1-2 能源發展綱領 ............................................................................ 3
圖1-3 2010年海洋經濟產業結構........................................................ 7
圖1-4 2030年海洋經濟產業結構........................................................ 8
圖1-5 海洋產業與3E原則 ................................................................. 10
圖1-6 海域資源保育與應用.............................................................. 21
圖2-1 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定位圖 ..................................... 27
圖2-2 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一區三中心位置與分工 ......... 28
圖3-1 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地理位置示意圖 ..................... 32
圖3-2 海洋工程區空照圖.................................................................. 33
圖3-3 海洋工程區規劃圖.................................................................. 34
圖3-4 海洋科技工程人才培訓及認證中心規劃圖 ......................... 36
圖3-5 海洋科技產業創新研發中心規劃圖 ..................................... 39
圖3-6 海洋科技生活藍圖.................................................................. 40
圖3-7 海洋材料專用實驗室(範例) ................................................... 42
圖3-8 海洋材料國際認證單位.......................................................... 42
圖5-1 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發展之產業範疇 ..................... 48
圖5-2 適合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之海洋科技產業 ............. 49
圖5-3 Triplate ..................................................................................... 50
圖5-4 在線熱影像腐蝕監測.............................................................. 50
圖5-5 在線龜裂偵測裝置.................................................................. 51
圖5-6 水下載具零組件...................................................................... 52
圖5-7 遠距實驗 .................................................................................. 53
圖6-1 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辦公室組織架構 ..................... 58

V

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

第一章 計畫緣起
經濟部配合「風力發電 4 年計畫」政策需求，根據 106 年 1 月行政院「離
岸風電水下基礎設施之推動規劃」會議決議，研提「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
上位計畫，於 106 年 3 月 23 日經能字第 10609005710 號函報行政院審查，並
經行政院於 106 年 4 月 13 日院臺經字第 1060085727 號函審查同意將本計畫列
為配合中央興建之重大設施，俾利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規定，辦理都市計畫
迅行變更。本計畫係依據上位計畫規劃之內容，進一步對於在興達漁港設立
「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以「海洋工程」、「海洋科技工程人才培訓」、
「海洋科技」、「創新材料」 4 大發展主軸，提出更完整之規劃構想與推動
作法，期能有效落實上位計畫活化興達漁港、開創新興產業、融入當地資源及
地方特色，以及提供海洋科技產業研發及製造基地之目標(參見圖 1-1)。

圖 1-1 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基地

1.1 依據
依行政院於 106 年 4 月 13 日院臺經字第 1060085727 號函、同年月
5 日院臺經字第 1060009184 號函暨 107 年 2 月 13 日院臺綠能字第
1070005006 號函核定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計畫內容辦理。

1.2 現行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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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正處在能源轉型的關鍵時代，綠色低碳能源發展將扮演著引領第
三次工業革命的關鍵角色，能源不只是推動經濟成長的動力來源，綠色能
源發展更是驅動經濟發展的新引擎。
衡量臺灣自有能源匱乏，98%依賴進口，化石能源依存度高，面對當
前國際社會共同面對的挑戰，臺灣做為全球一份子，雖未能參與「聯合國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仍應負擔溫室氣體減量責任。對此，我國於 104 年
7 月 1 日施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以下或簡稱溫管法）
，明定我國
139 年長期減量目標；行政院嗣於同年 11 月 16 日核定我國「國家自訂預
期貢獻」（INDC），承諾 119 年時，溫室氣體排放量要減量到現況 50%，
亦即 94 年排放水準再減 20%。
在全球歷經三次重大核災事件，及國內面臨核廢料處理議題下，我
國重新檢視核能發電的定位，體認儘速達成非核家園的必要性，且於 91
年所通過之「環境基本法」已明定政府應訂定計畫，逐步達成非核家園目
標之政策方針，爰應積極增加資源投入，全面加速推動包含節能、創能、
儲能及智慧系統整合之能源轉型，以逐步降低核能發電占比，期 114 年達
成非核家園目標。
為落實達成減碳目標，邁向低碳社會，並配合政府新能源政策之推
動，經濟部於 104 年 7 月著手進行「能源發展綱領」之修正，以做為日後
政府推動能源轉型的主要依據，及相關部門訂定能源相關政策計畫、準則
及行動方案之方針。此外，新能源政策亦將綠能產業列為五大創新產業主
要推動政策計畫之一，全力發展低碳綠能的再生能源，規劃於 114 年再生
能源發電占比要達 20%。行政院並於 105 年 6 月 23 日成立「能源及減碳
辦公室」，目前協助經濟部完成「太陽光電 2 年推動計畫」以及「風力發
電 4 年計畫」，以加速我國再生能源之部署。關於我國現行相關政策與推
動措施，分述如下。
1.2.1 能源發展綱領
「能源發展綱領」是依據「能源管理法」第 1 條第 2 項授權訂定之，
為國家能源發展之上位綱要原則，現行版本為 101 年經行政院核定，本
綱領除作為國家能源相關政策計畫、準則及行動方案訂定之政策方針，
並據以落實推動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估準則及研擬能源開發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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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國際減碳共識，並配合政府新能源政策之推動，同時確保我國
能源安全、綠色經濟、環境永續及社會公平之均衡發展，期達成 114 年
非核家園目標，經濟部於 105 年 7 月著手進行「能源發展綱領」之修正，
修正後之綱領架構如圖 1-2 所示。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105）

圖 1-2 能源發展綱領
其中，在綠色經濟之發展目標，係為強化節能、創能、儲能與智慧
系統整合之全方位發展，結合區域資源特性與人才優勢，以綠能帶動科
技創新研發與在地就業機會，創造綠色成長動能。綠色經濟面向之三大
綱要方針分述如下：
1. 打造綠能產業生態系
(1) 完善綠能產業發展所需之法規獎勵、土地取得、融資機制、周邊服務
與基礎建設等，營造優質產業發展環境。
(2) 以國內綠能需求扶植產業，擇定重點產業，整合運用既有產業優勢，
推動跨業整合，從零件走向系統，建立新綠能產業鏈，形成具全球競
爭力的綠色能源產業生態系，搶攻全球綠能商機。
(3) 培育綠能產業人力與素質，活絡國內外綠能人才流通管道，厚植國內
綠能產業發展能量。
2. 普及綠能在地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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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運用區域資源特性，結合產業及學研機構，發展地方型綠能應用計畫
與示範場域，帶動地域綠能產業發展，創造在地就業。
(2) 結合在地特色，培植產業在地化，提升地方參與綠能應用發展意願。
(3) 結合智慧城市與農村發展，接軌物聯網發展契機，培植產業在地化綠
能 服務及整體輸出拓銷能力。
3. 創新綠能減碳科技
(1) 結合企業、法人與學校，精進能源科技研發能量，同時加強前瞻能源
關鍵技術與全球專利布局，配合發展進程導入前瞻能源示範，並透過
技術移轉或資源共享，促進產業創新與競爭力。
(2) 強化儲能與智慧電網技術研發與布建，加速發展雲端智慧化能源管理
系統，由市場需求引導研發能量發展，建構商業模式及核心能力。
(3) 強化國際連結，積極與全球技術領先國家商業化合作接軌，以提升綠
色創新能量。
1.2.2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為推廣再生能源利用，增進能源多元化，改善環境品，帶動相關
產業及增進國家永續發展，我國於 98 年 7 月 8 日公布實施「再生能源
發展條例」
。其中，該法規第 6 條指出「中央主管機關得考量國內再生
能源開發潛力、對國內經濟及電力供應穩定之影響，自本條例施行之日
起 20 年內，每 2 年訂定再生能源推廣目標及各類別所占比率」
。據此，
政府已經針對 119 年再生能源發展目標，5 次滾動式修正擴大再生能源
發展目標，分別在 99 年公布 10,858MW、100 年修正提升至 12,502MW、
103 年修正提升至 13,750MW、104 年修正提升至 17,250MW，並在 105
年大幅提升修正再生能源目標為 114 年發電占比達 20%。
1.2.3 風力發電 4 年計畫
風力發電 4 年計畫以臺灣風場為產業鏈本土化練兵場域，搶攻亞太
離岸風場。我國風力發電整體推動策略為「先陸域、後離岸」，前者為
陸域風電之推動，主要先開發優良風場，後開發次級風場；後者為離岸
風電之推動，其策略為「先示範、次潛力、後區塊」以及「先淺海、後
深海」
。風力發電 4 年計畫(草案)規劃在短程(105 年)完成 4 架離岸示範
機組、中程(109 年)完成離岸風場 520 MW, 與陸域合計共 1,720 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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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程(114 年)提前達成 3,000 MW，與陸域合計共 4,200 MW。預估 114
年風力年發電量可達 140 億度，累計帶動投資超過新臺幣 6,100 億元。
為求有效推動離岸風力之開發，我國分階段施行相關措施，概述如下：
1. 風力發電離岸系統示範獎勵辦法：本辦法於 101 年 7 月 3 日 公告，依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主要提供示範機組與
示範風場設置獎勵，引導業者早期投入離岸風力開發；
2. 離岸風力發電規劃場址申請作業要點：經濟部能源局為利業者提早辦
理離岸風力發電開發準備作業，受理場址規劃申請案，特訂定本要點，
該要點於 104 年 7 月 2 日公告，公開了 36 處潛在場址供業界參考，
可於區塊開發前過渡時期自行投入設置。此外，為確保 106 年區塊開
發得以順利推行，業者須於該年底前取得「環境影響評估核准文件」，
做為業者實質開發行為之判斷基準，並於 108 年底前取得籌設許可，
俾與區塊開發接軌；
3. 離岸風電區塊開發：離岸風電區塊開發規劃於 106 年底公告，藉由政
策環評程序進行跨部會協調，確認區塊範圍並建立友善開發環境，
且規劃區塊內各風場共享開發流程所需資源，以加速設置並降低成
本，期能以規模經濟帶動自主技術建立及產業發展。
1.2.4 社會參與及政策溝通
除了現行政策之外，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自規劃階段即透過
中央民意代表、高雄市政府與地方民眾、漁民、漁會等辦理過多場
公聽會或說明會。行政院長官偕同經濟部各部會也多次拜訪高雄市
長及市政府相關單位，進行發展規劃討論會議。經濟部並拜訪中山
大學、海科中心等當地學研單位聽取建言(詳附錄 1)，以作為規劃之
依據，重要結論概述如下。
1. 為達成帶動當地經濟繁榮、永續發展的產業，且兼顧開發方向與
高雄甚至是南部的經濟發展息息相關之使命 ，興達港區將維持
「北休閒，南產業」之發展模式。此外，「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
兩基地整體建設意象須考慮融合周遭景觀，凸顯興達港區特色。
2. 綜整學界意見，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之規劃主軸應以海洋風能
之運用為起點，逐步擴大至海洋豐富資源之運用，並考量國內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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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優勢產業之整合性、在地產業相關性及二高一低(高前瞻性、高
商機、低污染)原則，篩選出適合在興達港專區發展之產業與創新
技術。

1.3 未來環境預測
臺灣四面環海，本島及離島海域海岸線約 1566 公里，所管轄之海域約為
陸地面積 4.72 倍，擁有豐沛海洋物種、獨特之海蝕地形、沙灘、海底景觀與
漁村文化，海洋資源豐富，過去偏向漁業資源和船舶相關發展，目前因離岸
風電產業帶動，開始海洋風能之開發，未來可在此基礎下，逐步導向整個海
洋資源之開發應用。
海洋對於經濟發展、觀光休閒、氣候調節、航運交通等皆十分重要，各
國莫不紛紛建立海洋政策以發展海洋經濟，離岸風電涵蓋海上風能、海洋工
程和水下科技等相關領域，如何擴大風場效益，已是歐盟國家海洋科技研究
重點之一。未來臺灣實具有發展海洋經濟之潛力與優勢，宜善用海洋資源帶
動南部地區之發展，尋求與各縣市特色產業之結合，投入相關軟硬體建設與
資源，不僅可增加在地就業機會、提升家戶所得，並可促進地方經濟繁榮，
達到政府均衡區域發展之政策目標。
1.3.1 全球海洋經濟發展趨勢
對大多數人而言，海洋是新興的經濟待開發領域，不僅蘊藏著無窮無
盡的資源財富，還具備激勵經濟成長、創造就業及創新的巨大潛力。此
外，人們日漸意識到，未來數十年內，在面對世界糧食安全、氣候變化、
能源供應、自然資源及改善醫療護理等諸多全球性挑戰時，海洋不可或
缺。然而，儘管借助海洋來應對這些挑戰大有潛力，海洋卻已處於過度開
發、污染、生物多樣性下降及氣候變化的壓力之下。因此，要使得海洋釋
放出全部潛力，就需有負責任、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模式。
海洋經濟不僅包括海洋相關產業(如航運、捕魚、海上風能及海洋生物
技術)，還包括海洋提供的自然資產及生態系統服務(魚類、航道、吸收二
氧化碳等)，二者關係密不可分。
從海洋相關產業對經濟產出的貢獻來說，全球海洋經濟意義重大。根
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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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ECD)的海洋經濟資料庫進行計算，2010年海洋經濟對全
球附加價值毛額(GVA)貢獻約1.5兆美元，佔總值2.5%。在海洋相關產業值
中，海上石油及天然氣約佔三分之一，其次是海運及沿岸旅遊業、港埠活
動及海運設備(圖1-3)。
造船及維修
4%
水運
6%
魚產品加工
5%

大規模魚獲捕撈
1%

大規模海水養殖
0%
離岸風能
0%

海上石油及
天然氣
34%

海運設備
11%

港埠活動
13%

海運及沿岸旅遊
26%

資料來源：OECD(2016)

圖 1-3 2010 年海洋經濟產業結構
在全球人口成長、經濟發展、貿易繁榮、收入水準提升、氣候環境變
化及技術進步的主要推動下，海洋經濟活動正迅速擴展。然而，當前海洋
環境的惡化嚴重限制海洋經濟的發展，人類活動引發的碳排放與日俱增，
大量碳被海洋吸收，造成海洋酸化。此外，海水溫度升高、海平面上升及
洋流的變化，都導致生物多樣性與生物棲息地的減少、魚群構成與洄游模
式的改變，及頻頻發生的惡劣海洋天候事件。陸源污染，特別是農業地表
徑流、化學物質、隨江河流入海洋的大小塑膠顆粒等，加上世界各地過度
捕撈、魚類資源瀕臨絕跡，進一步影響海洋的發展前景。
展望2030 年，無論從增加值亦或是就業的角度來看，許多海洋相關產
業都有潛力超過全球整體經濟增速。預期2010～2030 年，在「一切照舊」
的情境下，海洋經濟對全球附加價值毛額的貢獻額可能會倍增，超過3兆美
元， 2017 ～ 2030年的複合成長率為3.5%。其中，海上風能之成長尤為強
勁(圖1-4)，2017～2030年的年複合成長率達24.5% ，總變化率高達
8,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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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能
8%

水運
4%

造船及維修
3%

魚產品加工
9%

大規模魚獲捕撈
2%
大規模海水養殖
0%
海運及沿岸旅遊
26%

海運設備
10%

海上石油及
天然氣
22%

港埠活動
16%

資料來源：OECD(2016)

圖 1-4 2030 年海洋經濟產業結構
在未來十年，科學技術進步將對解決前文提到的海洋相關環境問題及
進一步發展海洋經濟發揮重要作用。先進材料、海底工程技術、感測及成
像、衛星技術、電腦化及大數據分析、自動化系統、生物技術及奈米技術
等創新進步將影響海洋經濟的諸多面向。
在這種快速變化的環境下，規則及治理很難跟上步伐。世界正變得日
益多極化，各國在海洋環境及海洋產業的全球及區域性重要問題上達成一
致性變得日益困難。至少在可預見的將來，關於海洋活動的規章將繼續主
要由產業驅動，主要工作是將新興海洋產業整合在現有分散的規則框架範
圍內。海洋相關產業未來的大規模發展，海洋資源及空間在已有的重壓下
將面臨更大壓力，特別是在專屬經濟區，因為大部分活動都在此一區域展
開。目前還無法有效而及時地應對這些壓力，主要是由於過去海洋活動的
管理是採分區進行。為應對越來越大的壓力，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家及
地區制定戰略政策框架，以便更妥善地管理其海洋專屬經濟區。然而，更
有效地整合海洋治理面臨很多困難，這些困難需要在不久的將來得到克
服。
為使新興海洋產業長期發展，並對經濟成長及就業產生貢獻，同時以
負責任、可持續方式治理海洋，「海洋經濟2030」報告在改善海洋經濟持
續發展方面提出一些建議。
1. 在海洋科學技術方面推動國際合作可以鼓勵創新，並鞏固海洋經濟的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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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發展
相關工作包括：進行比較分析，對政府政策在全世界海洋集群中所扮
演的角色進行審議，重點如下：是否能有效刺激且支援海洋領域跨產業技
術進步；建立用於建立卓越研究中心、海洋技術跨產業創新育成平台及其
他創新設施等方面觀點及經驗交流之全球網路；強化不同發展階段國家之
間技術及創新的共享。
2. 加強海洋綜合管理
特別是應涵蓋在海洋整合管理的經濟分析及經濟工具等方面之妥善利
用，如建立知識、經驗及最佳實踐的國際交流平台，同時為海洋研究及觀
測領域等公共投資的經濟效益做出更進一步努力。此外，應致力於促進治
理結構、流程及利害關係人參與等方面的創新，使海洋綜合管理更有效、
更高效、更具包容性。
3. 強化國內外量化海洋相關產業之規模及業績，及前述產業對經濟整體貢
獻的統計及方法基礎
此項包括很多任務，其中之一是開發經合組織的海洋經濟資料庫。
4. 加強海洋產業洞見能力
包括評估海洋相關產業未來變化，並進一步提高經合組織目前在類比全
球海洋經濟趨勢方面的能力。
1.3.2 臺灣海洋產業發展現況
21 世紀是人類開發、利用、建設、及保護海洋的新世紀，美、英、日、
韓、中等世界主要海岸國家為全力發展海洋，除提升國家對海洋事務的重
視之外，也積極培育發展海洋所需要的人才，進而深耕其海洋方面的科技
研發工作。台灣位居東亞南北來往的樞紐，不論文化、歷史、政治、經濟、
社會等發展，都和海洋息息相關。特別在人口綢密、自然資源相對缺乏的
情形下，海洋將是我國未來開發應用的一項重要資源。長期以來，我國雖
然在海洋相關產業的發展不錯，但政府對海洋方面的財政預算卻遠遠不足，
造成整體海洋競爭實力無法持續的窘境。如今我國面對藍色經濟與知識經
濟的發展，在全球積極進行海洋資源開發與利用的局勢下，更需全面提昇
海洋領域的競爭優勢。
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架構中，海洋相關產業或活動包括了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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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Marine Resources)、航運(Navigation)、海洋與海岸污染控制(Ocean and
Coastal Pollution Control)、海洋科學研究(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等項目。
整體海洋產業的組成規模相當龐大，各級產業之間雖看似獨立發展，
且具有相當的歧異度；實際上，卻有著彼此相互依存共榮的關係。海洋產
業大致可歸類為三級產業型態（圖1-5），依其分類並配合目前之發展現況
分別說明如下。

圖 1-5 海洋產業與 3E 原則
1. 第一級產業
(1)漁業
臺灣海岸線長達一千多公里，蘊藏豐富的自然資源，漁業生產不僅提
供國人糧食安全、就業機會、社會安定以及國防安全，也是漁民賴以維生
的重要事業，在生態環境的維護中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依據102年聯合國
糧農組織(FAO)統計資料顯示，我國為全球漁業產量第21大國家(捕撈第22
位、養殖第17位)，遠洋、沿近海及養殖漁業蓬勃發展，水產品種類多元，
鮪、鰹魚類、秋刀魚、石斑魚、吳郭魚等水產品外銷全球市場超過90個國
家。海洋生物是人類最早利用的海洋資源，也是最重的要食物來源之一，
因此，海洋捕撈業也是人類一項重要的生產活動，甚至是最早開發的海洋
產業。另一方面，近年養殖漁業的發展，順勢補充人類由海洋攝取魚類蛋
白質不足的部分。我國漁業的發展，在民國60年代初期係以沿近海漁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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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量最高，民國60代中期遠洋漁業的產量就已超過其他漁業，居我國各項
漁業產量最高。
(2)海洋礦業與林業
海洋礦產的開發利用雖屬於傳統產業的範疇，但因多蘊藏於水下或水
濱，開採的難度比陸上高得多，如無高科技的設備與技術，難以順利開發
利用；目前受注目的海底礦產資源之開發，主要為可燃冰(甲烷水合物)此
項資源，其在約200 公尺到1,080 公尺深度的地層中形成。當前除了南北
極的永凍層發現可觀的可燃冰以外，美國阿拉斯加和俄羅斯西伯利亞等地
區，亦發現相當豐沛的可燃冰資源。從民國58年起前蘇聯就已在西伯利亞
進行可燃冰開採。我國為環太平洋的島國之一，在西南方的大陸斜坡便具
備形成海底可燃冰的良好條件，為始終仰賴能源進口的問題，開啟替代新
能源的希望。目前於研究證實，我國西南部海域蘊藏著豐富的甲烷水合物。
102年國立中山大學海下科技能源研究團隊透過深海攝影及相關定位，在屏
東外海採獲甲烷氣，並實際點燃成功，進一步驗證我國有開採可燃冰的潛
力，初估我國西南外海的可燃冰蘊藏可提供我國50年所需。而屬於海洋林
業產業的海藻、海草養殖或海洋牧場等，就糧食安全、棲地形成、固碳能
力、或能源與生物科技的材料等使用效果而言，對於我國海洋生態環境的
整體正面影響多於負面，以目前我國發展之海洋林業現況來說，當前澎湖
的海藻養殖就有相當亮眼的表現，且所生產之產品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
因此值得進一步推廣。
2. 第二級產業
(1) 海洋能源
海洋能源就是海洋本身在和地球運動之過程中所生產出來能源，類型
包括潮汐能、波浪能、海流能、海洋溫差能、海洋滲透能和海水鹽差能等
形式。對於此種能源類型可說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可再生能源。根據
工業技術研究院96年的報告指出，光是臺灣東北角龍洞的波能，最高即可
達11.56kW/m，其次較高者為澎湖、東吉島、國光平台與成功測站，平均
約可達9kW/m，由此可推知我國海洋能源之蘊藏量相當驚人。
為解決人類所面臨的能源危機，許多國家不但積極研究利用海洋能源
的方法，有些甚至已進入生產的階段。目前我國也正加緊開發海流、潮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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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溫差、離岸風力、地熱等可再生能源。另外在離岸風力發電的推動上，
科技部「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中「離岸風力」主軸計畫已於民國99年底
開始進行第一期推動，並已於民國102 年完成第一階段之推動計畫。經濟
部能源局已於102年公告上緯、永傳能源、以及臺電等三家開發商獲選為
「得受獎勵人」，未來將建置6 部離岸風電示範機組。其中上緯已在105
年完成兩座共計4 部離岸示範機組的開發，而臺電公司則於103年完成海洋
氣象觀測塔。後續預計在109年完成100MW 的離岸風場開發，119年前完
成海域600 架風機之開發。
在海流發電的發展上，臺電公司於民國75年開始進行波浪發電先驅計
畫，著手收集我國四周海域之波浪資料，民國80年並選定蘭嶼離島為開發
波浪發電之先驅計畫廠址進行概念設計及評估；經濟部技術處於84年亦曾
委託美國E.O.TECH 顧問公司規劃進行核四進水口防波堤沉箱設置波浪發
電系統之可行性評估研究，原規劃裝置容量0.366 MW，經濟部能源局積極
投入海洋能源蘊藏量及開發方式總體評估，並於97年開始執行三年期之
「海洋能源發電系統評估與測試」；工研院於97年提出固定翼之包覆型海
流渦輪機；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於100年發表水平海流發電機，採全沒式的潮
流發電機組；國立中山大學於101年開發出第一代「海潮流發電平台」並於
澎湖跨海大橋完成發電測試，該平台所採用之發電系統雛型機係採用水平
軸設計，第二代發電平台已完成實驗室之模擬，朝建構我國自有「黑潮發
電」系統之目標邁進；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臺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與萬
機鋼鐵公司於101年共同進行「黑潮再生能源計畫」之產學合作計畫，期自
行研發「洋流發電先導型試驗機」，該系統為一動態式海流發電設備，以
降低於我國東部海岸施工之難度，並以商業運轉為最終目標。
目前離岸風力發電已列為國家再生能源發展計畫之重點發展項目，且
以國產化為重要的推動目標，期能帶動新一波的經濟發展。至103年全球已
有13個國家投入離岸風場開發，共計85個風場，其中歐洲有11個國家（74
個風場），中國有6個風場及日本有6個示範風場。103年累積裝置量共
8,771 MW，較102年的7,046 MW成長24.48%。全球已有31 家系統商發表
38 款離岸風機，德國西門子為最大離岸風機供應商（市佔率74%）；目前
雖然仍以3.6～5 MW機型為市場主流，但單機容量朝大型化發展已為趨勢，
已有廠商開發7 MW產品。由於歐洲近岸與淺海離岸風場過去幾年已逐漸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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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完成，後續開發將往離岸較遠與水深較深區域開發，目前水深逐漸超過
40公尺，離岸邊的距離遠至100公里；隨著水深與離岸距離加大，離岸風機
單機容量更將往大型化發展。第四代離岸風機技術與未來先進超大型風機
技術的比較，除了容量及尺寸的持續放大外，基礎設計引入尚在實驗階段
的浮動式將是發展重點。
(2) 海洋深層水
海洋深層水係指光線無法達到的深層海水(Deep Ocean Water, DOW)且
水深超過200公尺的深海，目前全世界僅有美國夏威夷、日本、臺灣及韓國
可取得海洋深層水，具有低溫、清淨、熟成、富營養鹽與富礦物質等特性，
可應用在能源、觀光、農業、食品及工業、漁業、醫療健康等領域。深層
海水產業的發展是經濟部依照行政院核定之「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產業發
展政策綱領」研擬出的「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產業發展實施計畫」作為發
展方針，且該計畫亦為「愛臺12建設」經濟建設中「花東產業創新走廊」
工作項目之一。
目前深層海水已利用在生產飲用水、水產養殖、食品加工、製鹽、水
療及化妝品、生技產業、溫控農業等多項產業，其中又以水產養殖、生技
保健、化妝品應用、飲料食品等高附加價值產品為主。根據經濟部的產業
現況資料，102年相關產業廠商家數有58家，從業人數約500人，產值約新
臺幣4億元。
(3) 造船工業
造船產業是指設計、建造船隻的生產工業。長期以來，我國因海洋相
關產業發展相當發達及國防上的需求，一直擁有不錯的造船實力，因此造
船產業曾是民國70年代世界最大的遊艇輸出國，以及商船建造噸位居世界
第六位等實力。根據臺灣區造船公會與船舶中心之調查及匯整結果，2016
年我國船舶及其零件製造業總產值為新台幣147.2億元，較104年產值183.5
億元減少19.8%，其中漁船及遊艇建造合計為新台幣88.5億元，船舶零組件
產值為新臺幣58.7億元。造船產業除了為滿足社會對民用與軍用船舶的需
求而從事船舶的組裝外，也包括船舶的維修、拆解，船舶修理方面。目前
根據Showboats International 所公告之The 2009 Global orderbook 中，臺灣
名列世界遊艇製造國家第六名，高價遠洋漁船及遊艇建造的重要基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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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建造軍用船舶與潛艦的能力，實值得政府加以重視。
(4) 海港建設
我國主要有高雄、臺中、基隆、花蓮、蘇澳、安平、及臺北等七大國
際商港，扮演我國經濟發展的關鍵角色，如新設臺北港總面積達3,102 公
頃，為基隆港的五倍；另外，政府也於101年核定基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
畫，將其定位為以近洋航線為主之貨櫃港、兩岸客貨船及國際郵輪靠泊港、
亞太地區物流配銷中心。而作為我國最大國際商港的高雄港，除定位為主
要貨櫃轉運樞紐港外，亦為我國主要之貨物進出口港，不但具備亞太地區
地理區位之優勢的基礎條件，配合政府積極推動經貿發展的企圖心，高雄
港在未來全球經濟及海運市場中，應可扮演更積極的角色。除了南北三大
港，其他港口為因應亞太地區經濟發展的需求而必須轉型與擴建，將可帶
動相關產業而形成海洋工程產業鏈，對在地經濟的影響應是正面而積極的。
3. 第三級產業
(1)海洋運輸
海運產業係以船舶為主要工具，從事海洋運輸以及為海洋運輸提供服
務的活動。臺灣地理環境有利發展航運，並擁有全球前十大貨櫃運輸航運
公司。隨全球經貿持續發展，海運產業與港口建設的發展，對海洋及環境
的衝擊亦更明顯，包括船舶作業及廢污水、海岸線的消退變化、作業產生
的噪音與空氣汙染、工程疏濬及廢土棄置等。
整體而言，21 世紀全球國際貿易隨新興國家快速發展，其所佔全球貿
易比重越來越大，也使得全球生產與貿易地區重心開始再一次的調整與分
配。現階段全球經濟除面臨後金融海嘯、歐盟債務及經濟復甦力道較弱等
問題的實質影響外，開發中國家(如中國大陸與印度)的成長趨緩，使得全
球平均國民生產毛額以及全球貿易量呈現長期下跌的趨勢。目前整體海運
量除了特定區域(如中國大陸市場的內需及東協各國經濟)的整合有所成長
外，國際海運貿易量仍受到全球經貿因素的影響，處於相對弱勢的衰退及
不確定的風險。在上述全球經貿及自然環境急速改變之下，國際海運貿易
市場營運面臨的挑戰和機會的也逐漸提升。在所有的現行的挑戰之中，能
源安全和成本、全球氣候變遷和環境永續發展係最急需解決的問題。尤其
氣候變遷議題已被許多國家列為其國家發展政策中高度重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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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來看，我國航運產業的發展，隨海洋保育與藍色經濟的議題持續
受國際間關注，應於政策上給予支持，在永續海洋環境上，朝綠色港口及
航運發展，更加重視海運產業與海洋、海岸及港口周邊居民的共生；在客
貨運的發展上，應善用我國優越的地理位置，落實一條龍服務，整合船舶
管理、船舶租賃、船舶融資、船舶維修等，提升航運產業群聚的造市效應，
形成藍色經濟的海運產業。
(2)海洋生物科技
生物科技主要是運用各種現代科技開發地球生物資源，滿足人類農
業、食品、健康醫藥與環境等各方面的需求。目前生物科技已成為科技產
業發展的主流，而政府也曾在101年正式將生物科技列為21 世紀國家「兩
兆雙星」重點發展的科技產業。現代生物科技的範疇含括了生物製藥、環
境污染生物防治、生物能源、生物多樣性、農業改良等多元領域。過去生
物科技發展主要均以陸上生物為對象，例如基因改造作物、農業生質能
源、人類與動物疫苗開發或是微生物遺傳工程等方面，而現階段在海洋生
物技術方面，絕大部分的研究集中在水產養殖生物的生長、品種的研發與
防治疾病的疫苗開發等方向，較少接觸到海洋生物資源的開發與利用上，
且尚未有較具規模的研發工作。
我國海洋環境優越，海洋資源和生物多樣性，加上在生技研究發展上
已有不錯的基礎，提供了絕佳的海洋生物資源開發環境，因此在後續於海
洋生物科技產業發展方面，除需思量如何整合現有之研發技術能量外，亦
需考慮此產業實務研究及產出，以協助科技發展對於海洋產業之動力。
(3) 海洋觀光休閒
休閒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其國民追求卓越生活與精神享受所
不可或缺的手段，也是全球性的社會現象。人類由於科技與經濟的迅速發
展，生產力隨之提昇，工作時間因而縮短；相對增加觀光休閒的機會，所
以此事業遂在21 世紀發展為一個龐大且快速成長的全球性產業，產值亦隨
各國經濟發展呈正向的成長。根據世界旅遊委員會(World Travel & Tourism
Commission, WTTC)針對全球174 個國家所進行的經濟效益評估指出，101
年全球旅遊與觀光產業產值貢獻6.6 兆美元，占全球GDP 的9.3%。
我國擁有相當豐富的海洋觀光休閒資源，如今海洋觀光休憩已成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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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重要休閒選擇，在追求沙灘、陽光、海水(Sand, Sun and Sea, 3S)的熱潮
之下，前往海岸或海洋遊憩的人也愈來愈多。海洋觀光遊憩產業上有相當
大的發展潛力與機會。其中休閒漁業則是利用現有的漁業資源、漁港設施、
漁村文化、自然景觀、生態環境及地方特色，提供和漁業或海洋活動有關
之休閒，及增進其對漁業及漁村體驗為目的，所從事之休閒遊憩經營事業，
也為逐漸沒落的傳統漁業提供了轉型契機。
(4) 郵輪與遊艇
我國位於西太平洋的北迴歸線上，西面為臺灣海峽，東面為浩瀚的太
平洋，屬於亞熱帶季風型氣候區，擁有優越地理位置及氣候的自然條件，
非常適合發展海洋遊憩活動。自政府開放戒嚴以來，各類海岸與海洋遊憩
活動乃陸續拓展出來，近年來，更隨著週休二日的實施，海域遊憩活動日
益蓬勃地發展起來，海洋遊憩活動也在政府相關部門及傳播媒體的推動下，
增進了國人對於水域活動的認識，更提高國人參與水上運動的意願及興趣。
依據世界觀光旅遊委員會(WTTC) 於102年出版之分析報表指出，觀光產值
約佔全世界GDP的9.3%，旅遊及觀光業產值達6.6兆美元，並提供260萬個
工作機會，佔所有工作的10%，報告中並預估至民國111年旅遊市場平均年
成長率可達4.4%。海洋觀光休閒泛指以海洋資源為依託，以海上旅遊、濱
海旅遊和海底旅遊等活動來吸引旅遊者，使遊客獲得娛樂、健身、消遣、
休閒等目的，從而產生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產業經濟行為，其中亦包含
搭乘郵輪作為渡假的郵輪觀光(Cruising tourism)。
近年來，國際郵輪公司陸續投入亞洲市場，使得亞洲郵輪旅遊市場向
上成長，我國位於亞洲海運航線的要衝，四面環海又佔有地理位置的優勢，
再加上自然與人文的觀光資源豐富，國土雖小但卻擁有不輸亞洲鄰近國家
的郵輪觀光資源，故極具發展郵輪旅遊之條件。另隨著近年來觀光政策的
改革與開放，以及我國經濟水準的逐漸提升，各國遊客搭乘郵輪來到臺灣
的旅遊人數逐年增加，國人搭乘郵輪出國旅遊的風氣亦逐漸普遍，未來如
能更有效率地朝普及化的發展，對於國家經濟繁榮將有一定程度的貢獻。
(5) 海洋文化
我國位於西太平洋海域交通上的重要樞紐，有著豐富的文化移動與傳
播歷程。當今人群主要為長期居住於臺灣的南島民族，3、4百年前從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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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東南沿海遷居於本島的閩客漢族，以及民國38年迄今源源不絕移入臺
灣的新移民，這些人群長期居住與環境互動所發展的文化體系中，具有豐
富的海洋文化特質，透過文化的變遷與發展，融入於當今臺灣社會文化之
中，形成當今臺灣文化所具有的海洋特質。由於我國具特別的文化特色的
海島型國家，因此如何妥善應用本身具有的海洋文化資源，來發展藍色經
濟亦是在相關新興產業崛起後，如何自我定位的重要課題。對於「海洋文
化」的界定雖然模糊，但大體上泛指人類與海洋間相關之活動，且包含食、
衣、住、行、育、樂、健、美等方向，以及衍生的科技發明、產業經濟及
貿易、社會大眾、治理系統、文教活動、價值信仰等各種層面，這也因此
為其不容易界定之原因。我國常見的海洋休閒文創相關產業種類可分為
「海洋生活教育」、「海洋休閒」、「展示中心」、「海洋節慶活動」、
「海洋體育活動和「其他文創活動」等，然對於實際上之海洋文化應如何
分類，端看所討論的中心是以何者為主體。
1.3.3 我國離岸風電產業推動目標政策
臺灣地狹人稠，陸域風力發電已趨飽和，政府參酌國際經驗將開發重心
由陸域逐步推向離岸。海域環境提供風能佳、平穩、少紊流之優勢，已成為
風電開發之新興市場。鑑於全球風電技術蓬勃發展，據英國4C Offshore顧問
公司調查，臺灣海峽為全世界風力資源最佳區域，因此我國具有相當優異之
離岸風電開發潛力。臺灣離岸風力發電潛能超過15 GW，其中5～20公尺水
深海域可開發量約1,200 MW；20～50公尺水深海域保守估計可達5,000 MW
以上。經濟部規劃逐步推動經濟規模離岸風場開發，以穩健達成114年離岸
累計裝置容量3,000 MW之推動目標，預計共將設置600架以上離岸風力機，
連同陸上450架風力機，合計數量1,250架，總裝置容量可達4,200 MW，屆時
風力發電將可成為國內主要再生能源之一。經濟部已確立離岸部分將以「先
淺後深、先示範次潛力後區塊」之開發原則，先協助國內建立關鍵技術及經
驗後，再於深海區域(20公尺水深以上)推動區塊開發機制，帶動大規模離岸
風場開發。
1.3.4 離岸風機水下基礎需求概況
水下基礎的用途為支撐風機並抵抗風及海浪拍擊，避免倒塌。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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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支撐及抵抗能力，主要與海床土壤的抓地力及結構形狀、大小有關。
台灣海床土壤以苗栗為分界，苗栗以北，西岸海床土壤較為堅硬，部分
土壤為岩盤，可提供較佳的支撐力，而苗栗以南，西岸海床土壤多為沖
刷沉積土壤，砂土與黏土互層，抓地力較弱。
考量安全及經濟價值，國內大多風場開發商，擬選用單樁式水下基
礎(Monopile Foundation) 及套管式水下基礎(Jacket Foundation)。單樁式基
礎相對其它水下基礎，製造成本最低，也有一定的結構強度及支撐能力，
適用於苗栗以北西岸堅硬海床土壤。而套管式水下基礎，雖造價較高，
但結構強度較強，應能抵抗台灣嚴苛氣候條件(經常發生颱風及地震)，適
用苗栗以南西岸海床軟弱土壤。
另外，參考歐美離岸風電發展趨勢，許多國內外分析報告中皆指出
為增加風機發電量，未來離岸風電發展勢必往大型化發展，葉片直徑及
重量增加，為提供足夠的支撐力，水下基礎結構也為之增大。此時，單
樁式水下基礎的鋼管樁直徑將達到 10m 以上，現有的捲圓設備將不敷使
用，需重新購買，而受限於鋼板所能製造的厚度，鋼管樁焊道的數量也
大幅增加，導致製造成本及檢驗時間大幅增加，所以單樁式水下基礎在
考量經濟性的前提下，不再適用大型化離岸風機。而大型化套管式水下
基礎，其鋼管尺寸並不會增加太多，製造成本變化不大，符合未來離岸
風電發展趨勢。
此外，水下基礎製造產線的大尺寸廠房除可用來製作外，也可用來
生產海上變電站、海上鑽油平台、船艦、大型橋樑構件等大尺寸重型物
件，考量經濟成本、海床土壤特性以及未來風電發展趨勢，台灣離岸風
電開發商大多應會選用單樁式及套管式水下基礎，故本計畫於海洋科技
創新產業專區內建置鋼結構連續製造產線及重件碼頭，以提供台灣離岸
風力發電機所需套管式水下基礎以及單樁式水下基礎。
歐美國家雖然在離岸風機水下基礎之製造技術與經驗方面領先台灣
業界，但製造基地多位於歐洲之港口，水下基礎結構造價昂貴，重量巨
大，考量東南亞多颱風的特性，長途海運運輸至國內的風險相當高，國
內離岸風場開發業者必定樂見國內水下結構製造產業的發展。
離岸風機水下基礎鋼鐵結構物尺寸可達 21 公尺21 公尺60 公尺，重
量約 650~1000 公噸，不適合以公路運送，必須藉由海上運輸，根據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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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製造廠都有專屬不可共用之碼頭，水下基礎製造產線則緊鄰專屬碼
頭之後線腹地進行設廠生產，歐洲多數風電施工碼頭採專用碼頭或多為漁
港改造，興達港遠洋漁區碼頭法線長度夠，後線腹地廣，足以作為水下基
礎生產基地和運輸港埠之用。
根據參訪歐洲多家水下基礎製造廠家經驗，水下基礎製造多為鋼結構
物之組裝，最大的需求人力為銲工，一條產線至少需 200 名銲工，尖峰期
需容納 600 位銲工同時作業，故廠房空間需求大。其次，製造過程必須有
大型天車和翻轉原料或半成品之大型機具，也需要較大面積的土地興建廠
房。台灣受氣候因素影響，風場可施工期有限，因此水下基礎工廠也必需
有足夠之土地供儲放成品之用。按照國外經驗評估，為達成 114 年離岸風
力發電目標，廠房用地約需 7 公頃，水下基礎成品儲放約需 6 公頃，原物
料及半成品儲放需 4 公頃，另外包括戶外作業區域需 1 公頃。加上其他公
用設施，含辦公處所、水電氣站、機具維修倉庫、動線道路及空間等需 7
公頃，合計至少需 25 公頃以上，未來興達港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之海
洋工程區面積達 26 公頃以上，適可滿足業者之需求。
1.3.6 海域資源永續利用
台灣四面環海，地理位置優越，周邊海洋環境，包括地形、底質、水深、
海流與水溫等均十分複雜多樣，造就了台灣豐富的海洋生物與非生物資源。
譬如漁業、能源、運輸、礦物、遊憩(生態旅遊、景觀)及遺傳資源等，值得
國人驕傲。但由於台灣地狹人稠，過去數十年來重經濟輕環保，重陸地輕海
洋的結果，以致於在過度捕撈、棲地破壞及污染的威脅下，漁業資源正快速
枯竭，海洋生態及環境劣化，海洋及海岸災害層出不窮，不但資源無法永續
利用，人民健康及生命財產的安全亦無法獲得保障。
海洋中蘊藏著許多的資源陸續地被發現，海洋所蘊含的資源遠超過陸地
上已知同類資源的蘊藏量，因此海洋產業科技的發展為目前許多國家在開發
新能源和新資源努力的目標。海洋資源包括了海洋動力能源與海洋生物及非
生物資源等，為了促進海洋資源的永續利用，並活絡海洋科技人才的培育和
運用，應加速開發具潛力的新興海洋產業技術。
臺灣四面環海，人口密集的地區都屬海岸地帶，在討論全球環境變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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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應該將陸地和海洋視為一體。近年來政府已注意到海洋對台灣發展的重要
性，值此之時，更需要研擬正確的海洋政策及管理作為，加速建置資料庫與
監測系統，預防海洋災害，開發海洋資源。才能保護國家的海洋環境資源，
並進而永續利用。
在「第八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的重要措施「推動具潛力新興海洋產業
科技發展，促進海域資源的永續利用」(圖1-6)中，主要實施項目包括有：
1. 建立海洋環境調查與資料庫，發展海洋環境調查與探勘技術
(1)落實海洋環境調查技術與設備本土化。
(2)研發海洋環境調查儀器設備。
(3)建立海洋環境自動化觀測網與資料庫。
2. 利用海洋物理能源，開發替代及新海洋能源
(1)開發替代及新海洋能源列為國家科技發展重要政策。
(2)示範性海洋能源電廠運作。
(3)海洋能源電廠興建與經濟可行性評估。
3. 開發海洋生態資源
(1)海洋生態環境保育，設置海洋保護區，管制海洋污染。
(2)海洋漁業與環境資源管理。
4. 開發海洋化石能源資源
(1)能源開採自主化，持續探勘海域及陸上自產能源。
(2)國際合作探採能源，推動與大陸合作探勘或投資石油生產國家合作開採能
源。
5. 開發海洋水資源。
(1)引進深層海水利用關鍵技術。
(2)推動深層海水水利產業。
(3)推動深層海水多元化研究與利用。
(4)落實深層海水之水利產業。
6. 開發海洋礦產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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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成「土石採取法」立法程序，降低業者投資風險，法制化。
(2)提昇海砂普及利用率，以海砂取代河砂平衡水土永續發展。

永續發展
海域資源利用、生態環境保育、海洋海岸整合管理

國家海洋資
料庫建置

海洋長期
觀測網建置

海洋資料統合
機制建立

海洋觀測
技術發展

海
洋
作業化即時
產
預報系統建置
業
科
技
海洋模式
發
發展
展

海洋科技發展、人才培育
圖 1-6 海域資源保育與應用
1.3.7 各國海洋科技產業政策
(1) 海洋能資源開發利用
隨著BRICs等新興經濟體的興起，對各種資源及能源需求日益殷切。海
洋蘊藏豐富的資源與能源，運用科學技術探勘利用海洋資源，並兼顧海洋環
境的保護，已成為未來資源取得的新趨勢。主要國家發展趨勢如下：
A.美國
為加速海洋高科技產業化，在密西西比河口區與夏威夷建設「海洋高
新技術科技園區」；在海洋深層水發展方面，夏威夷天然能源實驗管理局
(NELHA)園區進駐 31 家企業，創造每年近 4 千萬美元產值及 200 個以上的
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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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日本
民國60年成立海洋科學與技術中心(JAMSTEC)，進行海洋科學技術研
究開發；海洋深層水發展初期著重水產養殖，隨後擴及下游產業，民國92
年深層海水下游關聯產業產值近6千億日圓。
(2) 海洋生物科技
海洋生物物種多元，地球上共有超過100萬的海洋物種，科學界已知的
海洋生物則有23萬，海洋生技成為研究重點。主要國家發展趨勢如下：
A.美國
除「國家科學基金會海洋科學分會」制定海洋生物技術計畫外，加州
大學及馬里蘭大學已成立海洋生物技術中心，國家海洋大氣局亦成立「海
洋生物技術工作組」，政府每年投入約 4,400 萬美元支持海洋生物技術製品
開發。
B.日本
民國 77 年設立「海洋生物技術研究所」，投資 10 億日元成立 2 個藥
物實驗室，並於民國 85 年上市產品；「日本海洋生物技術研究院」及「日
本海洋科學和技術中心」每年用於海洋藥物開發研究的經費約為 1 億多美
元。
1.3.8 海水淡化產業發展概況
隨著氣候變化、乾旱、人口及工業用水的增加，各國對淡水的需求量
越來越大，使得淡水的有效供應日益趨緊。早在 400 多年前就有人提出海
水淡化的構想，進入 20 世紀後，海水淡化技術隨著水資源危機的加劇而
迅速發展。民國 60 年代以來，由於水資源匱乏，使得更多的沿海國家加快
了海水淡化的產業化。現今中東國家 70%的淡水來自海水淡化，美國、日
本、西班牙等已開發國家為了保有本國的淡水資源，也競相發展海水淡化
技術。
海水淡化，又稱海水脫鹽，係指一種水處理技術，利用能源將鹽水分
離成兩部份，一部份為含鹽極低的淡水，另一部份則為含高鹽量之鹵水，
藉此達到淡化的目的。海水淡化主要用在農業用水及提供飲用水，對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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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缺水的國家，還可以增加淡水總量，且不受時空和氣候影響，水質好，
迄今全球已有 130 多個國家和地區採用海水或苦鹹水淡化技術取得淡水。
海水淡化具不受乾旱影響、興建時程短、擴充容量彈性大、佔地面積
少、對生態衝擊較小等優點。海水淡化發展至今，技術日趨成熟，產水率、
耗能率、結垢、薄膜壽命等問題都有突破性的發展，為多元化水源開發策
略中值得推動的新興水源。台灣四面環海，海水資源豐沛，開發海淡水運
用，確實有助於供水穩定，水利署已將海水資源開發列為施政策略之一。
海水淡化技術，主要可分為蒸發法及薄膜法兩大類。蒸發法又包括多
效蒸發法、多級閃化法及蒸氣壓縮法 3 種；薄膜法主要有逆滲透法及電透
析法兩種。目前全世界海水淡化方法的應用以逆滲透法排名第 1，多級閃
化法次之，後續者為電透析法，因此逆滲透法及多級閃化法是海水淡化領
域的主流方法。
民國 99 年壓力能回收技術(回收 90%以上)獲得重大突破後，國外海水
淡化產水價格已下降，曾傳出國外較大規模(10 萬噸/日以上)海水淡化廠產
水價格有接近 0.50 美元/m3 之案例，但進一步了解後，這些海淡水價計算標
準不一，多數有政府提供相關優惠配套措施(如無償提供土地等)。以美國
Tempa Bay 海水淡化廠為例，招標時廠商提出海淡水價原為 0.55 美元/m3，
可是完工前廠商宣佈倒閉，經調整後接手廠商之海淡水價為 0.84 美元/m3；
以色列 Ashekelon 海淡水價原為 0.52 美元/m3，經調整後海淡水價則上調為
0.78 美元/m3，所以國外推動設置大規模海水淡化廠若以保守估計，另加計
土地、管線及取水等成本後，以 0.9～1.0 美元/m3 估計應屬合理。
台灣因海水淡化廠產水規模有限，且地價、電價、環評等條件與國外
有異，實際海水淡化價格須以市場機制決定。以目前台灣本島相關海水淡
化廠規劃評估，海水淡化成本約新台幣 30～35 元/m3，其中建設成本(不含
廠區外管線系統)約新台幣 12～15 元/m3、營運成本約新台幣 18～20 元/m3。
離島地區則因海水淡化廠產水量未達經濟規模，海水淡化成本大部分超過
新台幣 40 元/m3 以上。
另外，近年來海水淡化去鹽技術主要有蒸餾法及薄膜法，不論何者，
均需透過電能轉換熱能及加壓滲透產生淡水，所以海水淡化產水有耗能及
高排碳問題，另海水淡化廠滷水排放問題對鄰近海域生態環境之影響亦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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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慎評估。因此，海水淡化計畫推動尚有能源政策、碳排放及環境影響等
諸多層面均須考量。
1.3.9 無人水下載具發展概況
無人水下載具(Unmanned Underwater Vehicle，UUV)泛指所有於海下無
載人的潛航器與海下機器人。經常耳聞的自主式無人水下載具(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AUV)及水下遙控無人載具(Remotely Operated Vehicle，
ROV)都是屬於無人水下載具的一種。
無人水下載具誕生於民國 40 年代初期，至今已有 60 年以上的發展歷
史；當今世界各國如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俄羅斯、日本、中國及
瑞典等國，都已開發出各種類型的無人水下載具，且各自具有一定的技術
能力與優勢。從石油開採、海底礦藏調查、水下搜尋與打撈作業、海洋科
學探勘及研究，到海底管線、水下結構物、海底電纜、鑽油平台、港灣碼
頭等水下設施檢測作業，乃至於軍事作戰等領域，都能發現其身影。進入
21 世紀後，伴隨著人類開發海洋、利用海洋、保護海洋進程的加快，作為
人類探索未知深海、爭奪國際海底資源的重要工具－無人水下載具，此一
新型高科技已受到海權發達國家的重視，因而得以快速地發展而日臻完善。
無人水下載具意即為「不須要人員於水下操作的一種載台」，透過遠
端連結與監控的方法即可使其於水面下自由運動並執行既定的探勘任務，
此為其最大的特徵。
而依操控方式來看，無人水下載具主要可分為以下兩大類：有繫纜無
人水下載具及無繫纜無人水下載具。前者一般多被稱為水下遙控無人載具
(ROV)，靠著一條內含有銅線與光纖束的繫纜與水面上的工作母船連結來
提供此載具所需的電力、傳遞控制命令和即時的水下資訊，其於民國 60 年
代因遭逢石油危機所帶動的海底探油開採需求而蓬勃發展，至今已逐漸取
代潛水員成為水下作業的主流，再加上能加裝機械手臂來執行水底樣本採
集、水下電焊接管施工、水下打撈、水雷清除等工作，強大的功能幾乎就
等於是水下機器人；後者一般多被稱為自主式無人水下載具(AUV)，不需
仰賴水面母船供電與控制，靠著自身內建的電池與自主的導航程式即可任
意悠游於水面下，常被運用於冰層底下的海洋調查、地形貌測繪、掃獵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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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軍事任務、海防安全監哨、危險水域調查、水下沉船搜尋、水下環境監
測，及海底電纜線路檢測等特殊環境下的工作。
由於無人水下載具經常性工作的區域為高壓、低溫、黑暗、通訊不良、
人類不易或無法到達的惡劣環境，因此良好的機體結構設計、適當的感測
器選用、成熟的機電控制軟硬體科技，再輔以訊號處理、動態估測、導航
定位以及水下通訊等技術，方能使無人水下載具構成一個穩定又具靈活性
的水下探測與觀察平台，在那惡劣又未知的水下環境去達成各種人類所設
定的任務。
「人工智慧於水下導航的運用」是影響未來無人水下載具發展的重要
關鍵性技術之一；除此之外，現今無人水下載具遙控系統的關鍵性發展，
是以操作者與無人水下載具之間的人機交互控制為主要重點，亦即局部的
人為操控加上自主系統所構成的完整監控作業系統，這可實現即時操控和
資訊傳遞、交流、處理與顯示的同步化作業，使未來無人水下載具的實用
範圍能更為寬廣。
由於市場需求與所需技術的不斷提升，未來無人水下載具的專業化程
度將越來越高，且由於單一種型式的無人水下載具不可能完成所有的任務
與工作，因此無論是適用於複雜、惡劣海況下的大型無人水下載具或是小
型的觀察用無人水下載具，它們都將只針對某個特殊的工作環境、需求，
來配置專用的設備以完成特定的任務。
在 ROV 的技術發展上，世界先進研究機構皆致力於提高水下環境觀察、
抗流作業以及即時資料傳輸與資訊交流的能力，同時加大資料處理容量，
提升操作控制水準和操縱性能，以及完善人機交互的介面； AUV 的發展
則將朝使其更能遠端化、智慧化的方向來進行，電力需求的精簡及長時間、
高效能電源供應系統的研發等皆為重要的課題。而於控制和資訊處理系統
上，採用圖像識別、人工智慧技術、大容量的知識庫系統以有效提高資訊
處理、精密導航定位等的技術能力，亦是未來無人水下載具的發展重點方
向。
另一方面，群體無人水下載具網路的實現，藉助多機分工的概念來共
同完成更加複雜的任務，亦是未來無人水下載具技術發展的重要趨勢。透
過智慧感測器的融合、配置技術的研發，以及通過水下通訊網路的建立，
將使得不同機型、功能的無人水下載具間藉此得以相互通信、連結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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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協調與磋商機制來完成群體行為控制、監測與管理及系統故障診斷，
實現群體作業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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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計畫目標

配合政策依據，綜觀全球海洋科技發展趨勢，分析國內學研單位研發現
況，考量興達港現有優勢及在地產業特性，進行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規
劃。臺灣四面環海，海洋資源豐富，過去偏向漁業資源和船舶相關發展，目前
因離岸風電產業帶動，開始海洋風能之開發，未來可在此基礎下，逐步導向整
個海洋資源之開發應用。因此本計畫將專區以「海洋工程」、
「海洋科技工程人
才培訓」、
「海洋科技」、
「創新材料」為 4 大發展主軸，並依此主軸將專區劃
分成一區三中心(如圖 2-1)

資料來源：經濟部「上位計畫」(106)。

圖 2-1 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定位圖
以「一區三中心」四大主軸進行規劃，其中海洋工程區面積約 36.56 公頃，
海洋科技工程人才培訓、海洋科技及創新材料預定區總面積約 6.74 公頃，分
別說明如下。
1. 海洋工程區：初期作為離岸風電水下基礎製造基地和海底基座施工船專用
港埠，供應國內離岸風電設置案，培植技術能量，帶動國內供應鏈及相關
產業。長期則希望發展成大型海洋設施海底結構設計製造基地，並佈局亞
太地區市場。
2. 海洋科技工程人才培訓及認證中心：初期配合離岸風電政策目標，滿足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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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人力需求，推動人力供給在地化，規劃建置國際級海事工程人員培訓中
心，除了國際風能組織(Global Wind Organization, GWO)要求之五項基本安
全訓練外，還包括船舶操作、吊掛、風力機安裝、海事工程營運維護等工
程施工與營運維護專業人才訓練；長期將透過產學研訓平台，培養風電產
業高階人才，提升既有我國海事工程水準，並將配合海洋科技產業需求，
辦理學校與產業橋接之培訓課程。
3. 海洋科技產業創新研發中心：善用興達港優勢與周遭產學研資源，結合國
內精密機械、半導體和 ICT 科技，應用於船舶和水下載具，服務潛艦、遊
艇、海洋工程與海水養殖等產業，以帶動新興產業、育成新創企業為目標，
成為國內海洋科技產業最重要之跨領域整合應用平台。
4. 海洋科技工程材料研發及驗證中心：結合國內法人及學術機構共同設置，
針對先進材料檢測驗證缺口，建置海洋工程材料研發及測試驗證迫切需要
之共通性軟、硬體設施。

2.1 目標說明

圖 2-2 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一區三中心位置與分工
全程發展目標按照一區三中心個別之功能，分別規劃如下：
1. 推動興達港轉型為海洋設施海底結構製造與輸出港，與海域環境永續

28

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

共榮
2. 建立海洋科技工程人才訓練中心，促使興達港區成為綠領人才養成重
鎮。
3. 形塑海洋科技跨領域整合應用平台，提升海洋產業創新與產業化能量。
4. 建構海洋科技材料創新基地，成為新興海洋材料應用實證場域。

2.2 目標限制
專區係位於高雄市茄萣區興達港港區內，依本計畫案之工作分工，由
高雄市政府負責用地變更、港區管理機制研擬、建照審核、港池疏浚工程
設計施工及地方溝通等相關作業，主要以高雄市政府相關單位為補助或委
辦對象，並協助本計畫進行本計畫目標推動。

2.3 績效指標、衡量指標及目標值
本專區推動預期將有助於增加經濟產值、就業效益及稅收效益，海洋
工程區新增水下基礎廠房興建，目標投資額至少 26 億元，新增就業人數達
350 人，量產後每年可創造產值 96 億元，海創中心目標促成業界合作及技
術移轉；引進合適業者進駐本專區；人培中心與離岸風電產業業者合作，
目標每年將培育離岸風電的海事工程人才，並創造相當就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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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

本專區內海洋工程區主要係配合我國「風力發電 4 年計畫」政策與離
岸風電產業之需求，於 109 年完成示範風場及相關風機建置，以達成離岸
風力 520MW 目標量；規劃於海洋工程區建置水下基礎製造產線，以提高國
內水下基礎零組件之自主供應能量；另為提供國內風場建置及後續維運，
需進行國內人才培訓並取得國際認證，未來將涉及國際合作、培訓種子師
資、國際認證方向政策推動；另將盤點國內海洋科技前瞻技術，檢討及發
展適合產業化海洋科技，以活化本土產業發展；現階段規劃短期以離岸風
電維運技術與相關零組件為主，長期擴展至海洋科技其他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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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規劃構想

4.1 規劃說明
興達港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位於高雄市北部鄰近台南市之區域，
地理位置適中（參見圖 3-1），其優勢包括：
 天候條件佳：潮差小，水域面積約 201 公頃、陸域土地面積約
157 公頃，共計約 358 公頃，全數為國有，既有港廓及碼頭設施
完備，碼頭長度合計 5,420 公尺，碼頭後線多屬未開發土地，可
塑性高;
 交通便利：距離國道 1 號高速公路約 13 公里、鄰近台 17 線、台一
線省道，交通運輸便利;
 學研單位資源豐富：周圍 30 公里內之高雄、台南地區，有 10 所以
上公私立大學和金屬中心等研究單位，可提供研發資源;
 支援產業健全：鄰近南部科學園區高雄園區、永安工業區、本洲
產業園區等，高雄市是鋼鐵、石化等材料產業重鎮，可快速供應
所需材料和零組件，相當適合作為海洋科技產業研究基地。
目前本區土地處於閒置狀態，配合離岸風電政策及國內海洋科技產業
發展需求規劃，導入水下基礎、人才培訓、海洋工程與材料研發和認(驗)
證能量，可有效帶動區域產業轉型，未來結合台南沙崙綠能科學城及路竹
南科高雄園區形成綠能科技廊帶，將可提升高雄市加值型產業，並將國內
發展為亞洲綠能重要生產基地。建置完成後，如產業發展仍有需求，周邊
土地仍可續作規劃。
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分成一區三中心，由離岸風電產業優先帶
頭，後續再導入海洋科技產業，其規劃內容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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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地理位置示意圖

4.2 海洋工程區
本區域將引進離岸風電水下基礎廠房，發展成為離岸風電水下基
礎基地(見圖 3-2)，並要求被遴選之廠商於廠房設計時需與週邊情人碼
頭景觀結合。參考民間公司所提基礎建設及廠房設施之基本需求(如圖
3-3)，規劃開發內容如下：
 基礎建設
(1) 重件碼頭長度 300 m，寬度 30 m，承載力 30 t/m2 以上 (既有碼
頭 1,400 m，一般碼頭維持 1,100 m)
(2) 水深基本需求水深 >8m，目前水深 5~6 m (需浚深至 8 m)
(3) 後線土地面積基本需求約 25 公頃
 廠房設施(年產 50~60 套水下基礎，適用 50 m 水深範圍內)
(1) 兩座連續式生產廠房基本需求 35 m  35m  500 m (寬高長)
(2) 每座生產廠房主要天車配置


100 噸門型天車 2 (兩座廠房共需 4 部 100 噸門型天車)



30 噸門型天車  2 (兩座廠房共需 4 部 30 噸門型天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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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獨立噴塗廠房 120m x 32m x 34m(長寬高) ：可控制溫濕度，
包括回砂及噴砂設備, 空調機組, 空壓機組(含乾燥機), 集塵設
備, 無動力台車, VOC’s 吸附設備等。
 主要設備
(1) 四軸超厚板捲板機1，板厚 110~60mm，可滿足風機水下基礎
的捲製形狀較多的要求, 包括圓形、弧形、 一定條件下錐形等。
(2) 機器手臂自動銲接機1，最大單一物件處理參數為 4m 4m
4m  10 公 噸 重 ， 可 廣 泛 應 用 於 管 架 式 水 下 基 礎 (Jacket
foundation)的眾多 K‐接頭(joint)及 X-接頭加工銲接處理。
(3) 數控相貫線切割機1，通過數控系統控制機床各軸聯動來進行
切割，能在管件上切割出高精度、高品質的相貫曲線，可加工
出各種角度相貫、偏心相貫、多重管件相貫的相貫體
(4) 戶外大型龍門起重機(Gantry Crane) 1 1000T，hook 高度 70m，
跨距 60m，軌道延伸入水域長 100m，軌道於陸地上長 150m
(5) 其他各式機具與設備：下料，銲接，組管及法蘭組裝設備等，
包括電離子切割機、半自動銲機、軌道潛弧銲機、十字潛弧銲
機、背鏟機、支撐滾輪組等

圖 3-2 海洋工程區空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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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海洋工程區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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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則有：
(1) 加速相關法規行政程序之進行，包括：用地變更、廠房興建及碼頭浚
深工程，最適廠商遴選等作業，確保各工程如期完成。
(2) 推動國內外海洋設施海底結構相關廠商技術交流合作，協助取得國際
認證，建立國內產業海洋設施海底結構之國產自主技術。
(3) 推動國內海洋設施海底結構工程產業整合與技術升級，拓展國際市場
商機。

4.3 海洋科技工程人才培訓及認證中心
為配合我國「風力發電 4 年計畫」政策，培育離岸風電船舶上之施
工人員，創造綠領人才價值，建構本培訓中心為亞太地區先進海事工程
訓練與驗證基地(見圖 3-4)，促進人力供給在地化，提升既有我國海事工
程水準，以支援離岸風電海事工程產業發展，並促進海上勞動環安衛條
件與國際接軌。
離岸風電之海事工程包括海底基座、離岸風力機安裝施工及電纜鋪
設等，約佔離岸風場建置總成本之四成，故成為離岸風場開發成敗的關
鍵。海事工程主要施工項目包括(1)陸上預組裝施工（如組裝施工場址、
港埠設施、運輸路徑等）、(2)海上施工作業（如打樁作業、吊裝作業、
海下電纜鋪設作業、器材與混凝土運輸、人員輸送與補給等）、(3)基
礎打樁施工（如升降式平台船、大型拖船、交通船、大型震動樁錘、大
型油壓或柴油樁錘、重型起重機調度）、(4)機組吊裝施工（如大型平
台船、大型拖船、升降式平台船、重型起重機）、(5)海下電纜鋪設施
工（如佈纜船、平台船、拖船、海事挖土機）以及(6)運轉與維護等其
他雜項工程。為儘快與國際接軌，短期重點工作包含：
(1) 國際合作：遴選國外合作機構，建立合作模式培訓種子師資。
(2) 軟硬體建置：按照國際規範和風場開發商或風力機製造商之要求，
建立國際級硬體設施、訓練裝備與訓練教材(含軟體)。
(3) 國際認證：訓練中心、講師與課程取得國際風能組織(Global Wind
Organization, GWO)和廠商認證。
(4) 人才培訓：透過職訓體系，基層操作/施工人員以專班訓練方式於國
內進行短期密集之培訓。進階課程、中高階運維人員送至風場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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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認可的國外訓練中心受訓，滿足離岸風電海事工程專業執照人力
之需求
中期重點工作則將與風場開發商或國際訓練機構合作，開設專業證
照課程與進階專業課程，同時評估運用透過國際合作計畫，送種子人員
至國外受訓，培育國內進階課程師資。長期重點工作將透過學校體系，
開辦學程培育海洋科技相關人才，並建立產學研訓連結平台，及媒合人
才至各國風場工作。

圖 3-4 海洋科技工程人才培訓及認證中心規劃圖

4.4 海洋科技產業創新研發中心
面對國內特殊地理環境，針對離岸風電水下基礎所需工程和防蝕技
術進行研究，因應基因工程研發之世界潮流，利用海洋生物基因資訊研
發培育製藥、養殖等相關產業，適時引進新產業，發展我國海洋經濟。
規劃之技術內容說明如下。
(1) 連結全球
微藻具有快速吸收固定二氧化碳及生長之特性，被認為是高效能減
碳之生物，故可利用微藻作為生物減碳的工具，並以後續 CO2 高值化
再利用為目標。欲以微藻進行二氧化碳減量，仍有許多必須克服的困難，
例如當 CO2 濃度過高，將導致液體 pH 急遽變化，可能造成微藻生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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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故需強化微藻對二氧化碳與雜質之耐受性；此外，若以偏鹼性的
培養液進行微藻培養時，則必須提高微藻之耐鹼性；此外，若欲提升微
藻對 CO2 之固定效率，亦需大幅提升微藻之光合作用效率及生長速率。
因此，為使微藻能於上述的培養環境下生存，且具有優異的固碳能力，
勢必針對微藻進行改造強化，針對其 CO2 耐受性、SOx 及 NOx 耐受性、
耐鹼性、及光合作用效率等特性，進行大幅度之提升。
高效能減碳微藻量產的關鍵在於微藻培養系統的設計與培養條件，
微藻的大規模培養主要有開放系統和密閉式系統兩類方式，開放式微藻
培養系統主要有大型淺池及跑道型培養系統等型態。由於開放式微藻培
養系統主要利用陽光為光源，所需成本相對較低，因此目前大規模的微
藻養殖系統大多採用開放式微藻培養系統。目前開放式微藻培養系統的
發展瓶頸包含環境的耐受性、細菌或其他微生物的污染、二氧化碳濃度
的影響、水分蒸發問題與水之循環再利用、培養系統光照週期、曝氣效
率以及微藻的收集技術等。故如何建構高效率二氧化碳固定之大型微藻
培養系統，利用最適藻株以及最適培養條件求得最佳連續培養的操作策
略，以獲得大量微藻 biomass，進行後續之利用，將是值得研究的重點
項目。
在微藻殘渣再利用方面，將應用微藻殘渣轉化成 2, 3-丁二醇等高價
化學品之技術與經驗，發展高應用性之化學品如乳酸或琥珀酸的微藻殘
渣再利用技術。此外，亦可利用具有高產油能力之紅酵母菌來針對生質
柴油副產物廢甘油再利用進行探討，將發展一套 CO2 與廢甘油循環再
利用並進行能源轉化之創新技術，以期能達成微藻的充份利用與資源永
續。而微藻除了可達到固碳的效果外，大多數微藻皆可累積油脂或是高
單價之附加產物，例如葉黃素、蛋白質、EPA 及 DHA 等，可進一步將
其商品化而增加固碳微藻之附加價值，更可能可藉此開拓創新的微藻產
業，以活絡國內之經濟。
雖然目前國內外有許多團隊針對微藻養殖戮力研究，但現今微藻產
業尚具有許多技術瓶頸，例如細胞破壁、機能性成分(主要為藻油)萃取
等，而於其中花費許多成本，故建構創新的超高壓水前處理技術、微藻
油薄膜萃取設備技術，以解決目前面臨之瓶頸；前者具有低能耗、製程
時間極短、不需要觸媒之競爭優勢，後者則具有連續式藻泥進料與高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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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率之競爭優勢。超高壓水前處理技術之創新處在於添加高揮發性氣體
如 CO2，在高壓下增加水中溶解度進而改變 pH 值以達到類似稀酸法之
效果，且在減壓後因快速氣化而對細胞壁纖維結構產生微爆炸破壞，以
達到細胞破壁效果。
此外，相較於國際上超高壓水前處理技術壓力須達到 300 MPa 以上，
國內創新製程之壓力在 200 MPa 以下，具有設備成本較低、節省能耗之
優點。至於微藻油薄膜萃取設備技術之創新處，在於利用不吸水的低鏈
烷類 (如丙烷) 作為萃取劑，並利用薄膜萃取器可增加萃取接觸表面積、
適合處理高含水率漿料之優點，將壓縮為液態之低鏈烷類與形成薄膜的
微藻泥作逆流式接觸，將藻油萃取出來並在分離器中與萃取劑等壓分離，
萃取劑經冷凝後回收再使用。由於連續式進料的特性，以及創新的等壓
循環、5 MPa 以下操作壓力與常溫操作溫度，大幅降低設備成本與能源
消耗，具有商業化生產之經濟效益。最後，包含自營、異營放大量產製
程與設備技術，以及後端原料產品之萃取、分離、純化、包覆、劑型與
安定化技術與設備，將是海洋生物資源產業化實驗室必備之核心技術，
將是國內產業之重點項目。
(2) 連結未來
我國未來海洋能源開發，將以離岸風場作為第一波開發重點，根據
行政院核定之「千架海陸風力機」計畫，計畫目標將於 109 年前完成
520 MW 離岸示範風場，續於 114 年前完成 3,000 MW 離岸風場設置。
以目前離岸風力機主要容量為 4 至 8 MW 估算，未來台灣海域將設置約
500 座固定式或浮動式之離岸風力機海底基礎，其壽限為 20 至 25 年，
此外，國內目前也積極開發黑潮發電及波浪發電設備，可以預期在未來
十年這些水下結構和水下裝置之維運將會是一個重要的課題，而由於開
發水域可能達水深 30 公尺以上，因此採用水下潛水器進行檢查或維護
將會是未來極具潛力的方案。
水下潛水器分為載人潛水器(HOV)和無人潛水器(ROV, AUV)兩大類，
其中載人潛水器具備人工操控機動與可水下直接觀察的特點，便於處理
複雜的問題，但人的生命安全危險性大，而且體積龐大、系統複雜、價
格昂貴。無人潛水器(水下機器人)適於長時間、大範圍的水下作業，近
20 年來，水下機器人在軍事及民用領域有了很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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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小型的觀察型，還是大型作業水下機器人，也不論是 HOV,
ROV 還是 AUV，都必須解決結構體、動力推進、綜合控制、通訊與導
航等關鍵技術。用於探測識別的水下監視和聲納設備，以及為了完成某
項任務而配置的感測器及機械手臂等專用設備，亦是未來研發的重點。
另外，水下機器人研究還涉及水下工程材料、精密加工技術、高耐壓密
封技術、資訊處理與自主識別技術、安全布放與回收技術等多項關鍵技
術研究。
海洋科技產業創新研發中心區位如圖 3-5 所示，參考國外類似研究
機構設施，預計建置大型實驗用水槽，以作為水下潛水器研發、水下感
測技術、水下通訊技術及其他各類水下結構實驗驗證所用，實驗水槽除
了需要有足夠的容量及深度外，尚需配合造浪與造波設施，以模擬於台
灣海域實際運用之狀況。

圖 3-5 海洋科技產業創新研發中心規劃圖

4.5 海洋科技工程材料創新研發及驗證中心
台灣多地震與颱風，洋流強及高溫、高濕的環境特性，對於風力
機結構之強度考驗甚鉅，新材料及製程之研發，可達到台灣特殊地理
環境之要求，爰此，需視國家發展之整體需要型塑海洋工程相關材料。
擬發展之技術內容與推動作法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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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創造海洋科技生活藍圖
值此陸上資源衰竭的時代，未知的海洋世界仍舊充滿取之不盡的資
源，多樣龐大的生物族群、稀有元素、海底各類礦藏、乾淨的再生能源
以及遠大於陸地的龐大空間，人類下一世紀的競爭已悄然從經濟海域主
權爭奪展開。國內對於海洋利用的著力遠落後於其他海島型國家，大規
模的海洋建設目前為 114 年 5.5GW 離岸風場。因此，藉由這初始的離
岸基礎工程，延伸更多樣的海底基地建設，如資源儲藏、觀光遊憩、科
技研究、環保養殖、運輸通訊，將是台灣向海洋突破的契機(如圖 3-6)。
而其中相關的先進關鍵材料開發應用，是海洋科技材料及驗證中心必須
盤點與推動的首要目標，也是創造海洋科技生活藍圖的必要基礎。
台灣海洋工程主要集中在造船，104 年產值僅 615 億台幣，國內在
船用鋼板開發已有成熟產品，EH47 船用鋼板品質與先進國家同級。但
是在海洋工程其他結構應用上，國內材料仍然缺乏。譬如廣泛應用於遊
艇骨架的雙金屬連結板，國外進口價格高昂，國內無法生產。
此外，許多大型儲槽或運輸槽已經由海上向海下移動，以節約日益
狹隘的陸地空間，如 LNG 儲槽。LNG 儲槽必須抵抗低溫及高壓的操作
條件，是以耐銲接龜裂的鎳鋼鋼板銲接而成，然而材料價格非常高昂。
許多國際大廠積極開發更低成本的耐銲裂鋼材，以因應全球市場急迫需
求。

資料來源:Global Marine Tech Trend 2030 (Lloyd’s/ QinetiQ/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2015)

圖 3-6 海洋科技生活藍圖
(2) 開發水下載具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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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電海底基座維護、海底電纜鋪設和維護、海底的探勘與運輸
等都需要仰賴水下載具(underwater vehicle)，而水下載具主要特性為電
力驅動，因為燃油引擎必須消耗氧氣，不利於水下長時間運動。因此水
下載具的市場發展可以顯示出海洋科技生活進展的速度。電動船舶 102
年全球產值達 23 億美元，預估 2023 年電動船舶市場產值將達 63 億美
元，10 年成長 3 倍，其中水下載具(underwater vehicle)產值約佔 35%。
水下載具動力來源即電池與潛水馬達，潛水馬達採用安全低電壓大
電流，特殊規格與嚴苛應用環境使其及周邊零件高昂，例如 1kW 潛水
馬達售價約 40,000 元台幣，是傳統陸上馬達 10 倍。台灣有具競爭力的
電池產業，在馬達製造有深厚基礎，因此有極好的機會發展水下動力關
鍵零件與材料跨入此市場領域。
然而國內缺乏統一整合的水下動力性能測試技術與設備，產品在水
下的動力性能、振動噪音、電子訊號傳遞、電力連結、…等特性在材料
零配件基礎端無法獲得測試驗證，遑論水下動力產品開發。因此唯有完
備設備資源，克服此海洋動力產品開發的障礙，才能協助國內產業加速
投入。
(3) 結合在地產學研研發平台
本計畫將聯合國內既有學研能量，如中山大學海科院、高海科大海
工海事院、成功大學水工所、…，針對海洋關鍵材料開發、檢測、驗證
缺口，建構相關軟、硬體及技術能量，同時將推動產學研聯盟，積極開
發或引進先進材料，推動示範應用，促成企業創新。
國內海洋材料實驗室設備大多皆附屬自通用材料實驗室，主要針對
單一、短期的性能測試項目。然而海洋材料往往需要長時(數年)、多樣
並進的測試方式，以獲得風險評估完整的數據資料，是一般材料實驗室
無法勝任的。建立一座可以多單位、多試片、長時間的海洋材料專用實
驗室(如圖 3-7)，可以輔助國內學研界現有材料實驗室未逮之處，藉分
工合作，也避免資源重複投資疊床架屋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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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實驗水槽

水下動力試驗設備

圖 3-7 海洋材料專用實驗室(範例)
(4) 國際驗證與應用合作推動
規 劃 與 國 際 海 洋 工 程 相 關 材 料 實 驗 室 和 驗 證 單 位 (見 圖 3-8)
建立實質合作關係，以提昇國內產業與國際化驗證接軌的效率，
降低廠商進入國際海洋市場的阻力。目前國際海事驗證實驗室包
含 Lloyd、 BV、 RINA、 ABS、 DNV、 NK、 RS、 CRS、 CCS、 …
等，除了既有的驗證業務，也積極投入發展風險評估工程
(Quantitative Risk Assessment ， QRA)。 傳 統 海 事 驗 證 依 賴 國 際
海 事 組 織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 IMO)從 專 家 經 驗
中規納出的準則與規範訂定驗證標準，而並未有更量化的風險分
析。國外專家經驗可以借鏡並做在地化修正，因此同步建立國內
海洋環境材料應用特性資料庫，發展風險評估模型，才能穩健維
護永續經營海洋產業。

圖 3 -8 海洋材料國際驗證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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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執行策略及方法

5.1 執行策略
利用現有設施及在地產業特性，並配合離岸風電政策推動及兼顧國內
產業發展，近程以「海洋工程」及「海洋科技工程人才培訓」為主，中長
程則視海洋科技研發及產業需求，適時引進「海洋科技」及「創新材料」
相關新興產業。海洋工程與海洋科技工程人才培訓主政單位為經濟部，海
洋科技產業創新研發中心與海洋科技創新工程材料及驗證中心主政單位以
科技部、經濟部為主。
一區三中心個別之執行策略分別說明如下。
5.1.1 海洋工程區執行策略
 現況分析
-

台灣陸上鋼結構物製造技術成熟，並可供應大部份材料，具備製
造海洋設施海底結構潛力，但實際施作經驗仍不足。

-

海洋設施海底結構整體製造流程，其第三方驗證規範與陸上不同，
亟需引進成熟量產技術，及建立驗證能量。

-

目前興達港碼頭、港池深度和航道寬度需要整建，才能作為海洋
設施海底結構運輸及施工港口。

基於上述現況，提出策略如下。
 短期策略：水下基礎結構製造產業有很高的資金門檻並要有合適的重
件碼頭配合出貨，因此需要政府與民間企業分工合作，共同建置水下
基礎工程區。由經濟部遴選之海洋工程區承租廠商負責離岸風電水下
基礎廠房及碼頭整建工作及經費支應，並由承租廠商與國際廠商合作，
引進相關技術，並建立國產化供應鏈，扶植國內水下基礎結構製造產
業。
 中期策略：奠基於水下基礎製造產線的製作技術，逐漸擴大產品範圍
至海上變電站、海上鑽油平台、船艦、大型橋樑構件等大尺寸重型結
構件，建置其他類型海洋設施海底結構(水下基礎)施工專用碼頭，提
供施工船隊裝載、補給及維修。
 長期策略：放眼亞太地區離岸風電市場，透過產學研合作，共同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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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海洋設施海底結構相關技術與工法，以提高工作效率、降低製造
成本和提升防蝕技術，強化國際市場競爭力。此外，透過製造經驗之
累積，逐步建立大型海底結構設計能力和國產化模擬分析軟體，形成
完整的產業生態體系。
5.1.2 海洋科技工程人才培訓及認證中心執行策略
 現況分析
-

台灣離岸風電兩大產業聯盟 Wind Team 和 Marine Team ，主導廠
皆在高雄市，在高雄設立人才培訓中心有其必要性。

-

114 年我國離岸風電設置目標為 3GW，按國外經驗估算，僅海事
工程即需 6,000 人，國內有經驗人力估計不到 100 人，人力缺口嚴
重。

為儘快解決人力供需不平衡問題，並建立長期自主海洋科技產業研發
人才，需設立在地之人才培訓及認證中心，提出策略包括：
 短期策略：推動與國際風能組織(GWO)和其他國際規範要求之訓練機
構之合作，建立合格的訓練中心，包括硬體設施、教具、管理制度、
師資和行政作業等項目。協助國內海事工程施工人員快速取得專業證
照，特別是關鍵作業項目如自升式平台操作、海上吊裝作業操作、動
態定位系統操作、水下銲接等。船員和潛水人員之訓練則搭配國內現
有船員訓練機構之設施，再佐以施工船舶之特定要求課程。


中期策略：取得開發商或風力機製造商授權，開設特定需求課程，
包括風機安裝。並視風場開發商進度開設施工技術相關課程，例如
海纜鋪設、拋石、打樁、灌漿、水下無人載具操作等。基於風機運
轉至少 20 年之久，為因應後續營運護維需求，需培育高階管理儲備
人才，因此預計開設包括離岸風場運維策略和離岸風場遠端監控等
進階課程。

 長期策略：為維持離岸風電產業和海洋科技產業永續發展，需不斷有
新人進入產業，因此長期仍需與學校合作，建立產學研訓連結平台，
透過正規教育體系，培育風電產業進階設計經營人才和海洋科技產業
化相關人才，特別是海洋科技產業所需之製造、檢驗與認證技術等方
面人才是目前國內較缺乏的，需要長期累積經驗才能與國際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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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海洋科技產業創新研發中心執行策略
 現況分析
-

水下基礎施工、風場運維和海洋資源運用等都需要水下觀測、監測與
通信技術，國內精密機械、半導體和 ICT 科技相當發達，與海洋科技
結合，可開發應用於船舶、水下載具、潛艦、遊艇、海洋工程與海水
養殖等產業之相關技術和產品。

-

水產養殖產業為國內重要產業，但近年產值逐漸衰落。可效法國外養
殖業採多角化經營，養殖微藻等新作物，運用於生技產品、減碳及生
質能源等創新領域，協助廠商轉型。
基於上述現況，提出策略如下。
 短期策略：運用興達港場域條件，滿足國內海洋科技研發場址、設
備需求，建置共通實驗室以協助產業化工作。發展與水下基礎相關
之水下科技和防蝕技術等項目，為使執行內容更周全，預計邀集國
內外與海洋科技相關之產業界以及學研機構的專家或主管，組成海
洋科技匯智聯盟，定期審查研發內容，並尋求合作研究機會。
 中期策略：結合國內學研組成聯盟，推動新興海洋科技產學合作研
究計畫，開發先進技術應用。積極參與全球研究，推動國際技術在
地化示範研發，以及新興海洋科技商業化模式，促成衍生公司或新
創企業。
 長期策略：建立新創產業育成及試量產平台，運用學研能量精進產
品開發，與其他創業平台或加速器連結，推動海洋生物科技產業化
和海洋科技服務化相關工作，推動新創公司邁向國際頂尖行列。

5.1.4 海洋科技工程材料創新研發及驗證中心執行策略
 現況分析
-

海洋科技材料發展趨勢必須符合環境、成本及人性，以長時效、綠色
化、智慧化和低維護為開發重點。

-

抗海水腐蝕與龜裂為海洋工程材料重要課題，需結合應用情境(caseby-case)，整合材料、試驗、分析、預測、回溯等技術，才能加速落
實在地化應用，國內之抗蝕技術與研究已有相當基礎，惟缺乏更多樣
性之應用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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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運輸及維護成本高昂，更受到環境氣候影響，必須開發穩健的材
料應用技術，降低工程風險及營運成本，才能協助廠商提升競爭力。

基於上述現況，提出策略如下。
 短期策略：聯合國內學研能量，針對關鍵材料開發檢測驗證缺口，
建構相關軟、硬體及技術能量，並朝可以多單位、多試片、長時間
的海洋材料專用實驗室規劃，以補足國內學研界現有材料實驗室未
逮之處，建立彼此連結，避免資源重複投資。
 中期策略：推動產學研聯盟，積極開發或引進先進材料，推動示範
應用，促成企業創新。同時規劃與國際海洋工程相關材料實驗室和
驗證單位建立合作關係，以提昇國內產業與國際化驗證接軌的效率，
降低廠商進入國際海洋市場的阻力。
 長期策略：基於極端氣候日益頻繁，以及因應台灣特殊地理環境之
需求，需長期動態調整海洋環境資料，開發滿足我國海洋工程需求
之相關材料。將與國際實驗室合作，建立國內在地化海洋環境材料
應用特性資料庫，發展風險評估大數據工程模型，穩健維護永續經
營 。

5.2 主要工作項目
依據上位計畫期程要求和執行策略，預計執行之工作項目說明如下。
5.2.1 取得土地
由財政部依經濟部規劃需求，以無償撥用、改良利用或其他法定方式，
提供經濟部使用收益。並由原管理機關農委會漁業署及高雄市政府配合
辦理，將土地移交財政部，並減化行政作業，以加速本計畫推動。
5.2.2 辦理廠商遴選
含海洋工程區土地投資經營案以及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委託規劃執
行案均將辦理遴選，相關工作包括：
(1) 招標文件制定
(2) 辦理對外說明會
(3) 公告招標文件及受理收件
(4) 進行委員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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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評選結果公告
5.2.3 工程規劃施工
(1) 碼頭整建與港池峻深
高雄興達港目前碼頭水深介於 5～8 m，需全部浚深至深度 8 m，碼頭
承載力也不足，需要進行整建，將由海洋工程區之承租廠商負責碼頭整
建，另由經濟部於招商時作可行收益規劃，以吸引業者投資進行整建工
作，港池浚深將由高雄市海洋局協助。相關工作有：


港池疏浚工程設計



海陸域測量



海陸域地質調查



港池穩靜數值模擬



操船模擬(FAST TIME)



浚挖及養灘工程



架空線拆除改設地下電纜工程



港口護岸保護工程
(2) 海洋科技工程人才培訓及認證中心和海洋科技產業創新研發中心工
程規劃與施工
規劃海洋科技工程人才培訓及認證中心獨立之建築一棟，海洋科技
產業創新研發中心和海洋科技工程材料創新研發及驗證中心則共用一棟
建築(詳附錄 2)，共同工作項目包括：



協調公共建設經費籌編甄選顧問公司：完成海洋科技工程人才培訓
及認證中心和海洋科技產業創新研發中心建築建置細部設計與發包。



共同管溝設計：完成雜照、建照等相關行政申請作業。



水、電、氣等公共基礎建設與施工。



海洋科技工程人才培訓及認證中心和海洋科技產業創新研發中心建
築硬體細項設計及發包施工；戶外訓練場、測試實驗室及深水池、
壓力艙等建築硬體細項設計及發包施工。

5.2.4 研發中心先期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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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海洋科技產業創新研發中心和海洋科技工程材料研發及驗證中心
研發方向和技術項目進行先期規劃，相關工作包括：
(1) 產業篩選
世界各國對海洋科技產業範疇無共同定義，本計畫參考全球發展趨
勢、根據在地天然條件和結合台灣產業能量之下，定義出適合在興達港
發展之五大海洋科技產業範疇如圖 5-1

圖 5-1 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發展之產業範疇
其次再根據與離岸風電產業相關性、與興達港天然條件和在地產業
相關性以及高前瞻性(領先國際或與國際同步)、高商機(領先國際或與國
際同步)和低污染(量產時不會產生污染和高耗能)之二高一低原則，篩選
出適合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發展之海洋科技產業，如圖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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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適合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之海洋科技產業
(2) 海洋工程技術盤點


HOV 載人潛水器：隨著深海技術不斷發展，為了實現載人潛水器之
安全性，篩選重點包括：
-

耐壓、耐蝕材料新型化，將更多的新型材料應用在載人潛水器耐
壓、耐蝕殼體的製造中。

-

能源新型化，影響載人潛水器水下作業能力的一項重要指標就是
水下作業的時間，續航能力強、安全可靠的新型電池在深海潛水
器應用中不斷研究更新。

-

作業工具模組化，不同的作業工具，使用統一的動力接口、安裝
接口，便於潛水器根據不同的作業攜帶不同的專用作業工具。

-

監視(觀測)設備高清化

-

製造技術革新化



ROV 無人遙控潛水器：ROV 作業系統、光纖通訊、電子線路開發及
控制系統整合與試驗。



HUP 高壓運轉艙、HRC 高壓救生艙：耐壓材料開發、新型密封銲接
技術開發。



水下自動銲接機器人：銲道自動追蹤技術、銲接品質控制技術、水
下缺陷定位及避障技術及水下遙控銲接技術。



海水淡化產業
-

管線防蝕：防蝕系統的建立，能降低管線的腐蝕率、延長管線使
用壽命，最終仍須繫於良好的管理與維護。



海水養殖產業
-

微藻破壁技術：微藻養殖設備、破壁設備及固碳製程與設備開發。

-

低溫萃取技術：低溫萃取製程與設備開發、海洋生技藥品試產。

(3) 關鍵材料盤點開發


運輸船舶材料：目前國內船舶材料技術，可採用 TMCP 製程，已趕上
先進造船國家的鋼板品級。然而在船用複合金屬構件上，仍有許多商
品推陳出新，值得國內使用既有技術開發迎頭趕上，圖 4-3 顯示避免
介面腐蝕的多層板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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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ontinental Steel & Tube Company

圖 5-3Triplate


腐蝕量測設備：開發關鍵材料初期工作規劃為建置在線腐蝕量測設備，
傳統以視覺方式進行腐蝕檢測並不適用於海中，不只是人員行動的限
制，所處環境無法標準化也會造成目視判讀錯誤。水下在線腐蝕量測
需視材料特性，施加以混合的訊號源，如圖 4-4 顯示超音波與紅外線
(熱感影像)的系統結合行使在線分析，可以充分強調出腐蝕區域，搭
配影像自動辨別系統避免人眼漏失。更先進的應用則會再整合自動伺
服器及 3D 影像建構達到大體積材料的腐蝕偵測。

資料來源：Sensors 2013, 13(12), 16146-16190

圖 5-4 在線熱影像腐蝕監測


水下工程結構：海底工程結構多以銲接為緊固工法，一般鋼材銲
接在低溫容易產生銲接龜裂，如果用於低溫液體輸送(如 LNG)會產
生破裂的危險。耐銲裂鋼材價格很高，而海底基礎設施龐大，勢
必開發低成本的耐銲裂結構鋼材，以符合工程成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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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裂分析設備：抗焊接龜裂材料開發階段需要建置長時在線龜裂
分析設備，以觀測開發試片龜裂成長過程、探討其原因，並加以
研 究 防 治 。 在 線 龜 裂 分 析 必 須 以 非 破 壞 方 式 (Non-destructive
evaluation and inspection)進行偵測，傳統方式以 X-ray 最為普遍。
然而 X-ray 必須於材料兩面進行訊號發射與接收，並不利於大體積
中空材料。採用超音波探傷是比較可行的工法，所需能量少，體
積小，安全性亦高。下圖 4-5 顯示一種超音波偵測龜裂方式，結合
影像建構軟體可以進行大面積的在線分析。

資料來源： Envirocoustics

圖 5-5 在線龜裂偵測裝置


海底輸送管線及泵、閥：水下管閥材料除了耐蝕耐龜裂外，尚需耐
磨。高硬度與厚的硬化層材料處理應用在譬如海底抽砂工程中的泵
葉、閥與管路。目前已知的耐海水材料如雙相不銹鋼、鎳青銅都存
在磨損問題必須克服。



電力電子電機材料：包含電力海纜等阻水材、耐蝕纜線、…等關鍵
材料盤點。

(4) 關鍵零組件發展應用
 水下載具動力關鍵零組件產業化：發展可商品化的水下動力關
鍵零組件，如潛水馬達、可自動插拔水下電力接頭、導航元件、
電池、…等(下圖)，利用新材料開發使製程適應國內產業環境，
加速國內產業投入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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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Kongsberg Maritime

圖 5-6 水下載具零組件


建置水下動力性能試驗設備：為完善水下載具動力關建零組件開發
環境，必須建置水下動力性能試驗設備，包含高功率電源供應器、
配電開關及保護器、防水動力計、負載器、振動感測元件、水下噪
音計以及動力池，提供各種水下動力元件測試與應用環境模擬，並
相容額外擴充空間。動力池配置聯外管路及通道，可以於陸上設定
好水下工作程序後從事海洋試驗。



水下電力傳送關鍵零組件：應用導磁但絕緣的電力接續材料，開發
自動水下充電組件，延長水下載具操作時間，並維護使用人員安全。



水下載具關鍵結構材料：諸如耐水壓玻璃、防生物附著環保塗
料、…等。

(5) 海洋材料分析試驗


遠距環測時效實驗室：擬真在地海洋環境，進行先進&關鍵材料時
效加速試驗，採用隔離型多槽架構，建置完整的感測器數據、遠端
影像、遠端伺服、…等傳輸介面，並開放多點遠距監控，使國內外
專業人員可以線上利用此實驗室設備進行研究分析，長時效環測實
驗與國內既有材料研究實驗室區隔，取長補短共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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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MARINE OBSERVATORY (OOCS)

圖 5-7 遠距實驗
(6) 國際驗證應用推動


海洋材料資料庫：發展材料及時在線監測方法，累積長時效巨量數
據，建立數位化經驗資料庫。



風險評估工程模型：發展大數據收斂法則，提供測試端預估失效工
程模型，建立先期風險評估技術，提升產品送驗品質。



國際實驗室技術交流：國際海洋材料驗證主要單位列舉如下：
-

Lloyd's Register of British and Foreign Shipping‘ ：起始於1760
年，並於1834年重組。

-

Bureau Veritas (BV) in Antwerp in 1828

-

Registro Italiano Navale (RINA) in 1861

-

American Bureau of Shipping (ABS) in 1862

-

Det Norske Veritas (DNV) in 1864 Germanischer Lloyd (GL) in
1867：DNV提供完整海洋元件與系統的驗證協助，材料與防蝕
技術支援，以及40年的水下工程技術顧問。

-

Nippon Kaiji Kyokai (ClassNK) in 1899

-

Russian Maritime Register of Shipping (RS) in 1913

-

Yugoslav Register of Shipping (now Croatia’s CRS) in 1949

-

China Classification Society (CCS), 1956

-

Korean Register (KR), 1960

-

Indian Register of Shipping (IRS),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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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驗證國際接軌：同步更新及彙整國際海洋材料驗證規範，架接
國內產業與國際驗證技術，包含
-

ISO12944-5 Paints and varnishes — Corrosion protection of steel
structures by protective paint systems

-

NORSOK M-001 Materials selection

-

MIL-STD-810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NSIDERATIONS AND LABORATORY TESTS

-

DNV STANDARD FOR CERTIFICATION No.2.4
ENVIRONMENTAL TEST SPECIFICATION FOR
INSTRUMENTATION AND AUTOMATION EQUIPMENT

-

DNV-GL RULES FOR CLASSFICATION part 2 Materials and
welding

-

DNVGL-OS-B101 OFFSHORE STANDARD Metallic materials

-

NR 546 Hull in Composite Materials and Plywood, Material
Approval, Design Principles, Construction and Survey。

-

NR 480 Approval of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of Metallic
Materials

-

NR 266 Requirements for Survey of Materials and Equipment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Ships and Offshore Units

-

NR 561 Hull in Aluminium Alloys, Design Principles, Construction
and Survey

-

NR 592 Elastic Shaft Alignment

-

NR 320 Certification Scheme of Materials and Equipment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Marine Units

-

NACE SP0108、SP0111、Sp0213、TM0104、TM0204、TM0112
for maritime coating

-

DoDI 5000.67,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of Corrosion on DoD
Military Equipment and Infrastructure,”

5.2.5 海洋科技工程人才培訓及認證中心國際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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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發展離岸風電之前，僅有近岸港灣工程經驗，離岸海事工程需要
之相關海工專業技術與後續運維人力嚴重不足，主要操作人員（如主吊車
手、動態定位操作手、自升系統操作手…等）均需特殊證照，但因為需要
實務操作認可，國內現況缺乏實習場所，因此取得不易，需要和國外離岸
風電相關訓練單位合作，根據國際風能組織和風場經營者或風機製造商之
規範要求，引進符合國際標準軌之軟硬體，並請其協助訓練種子師資，以
節省訓練成本，培育國內綠能人才，同時放眼亞洲，成為亞洲地區人才培
育基地。相關工作包括
-

遴選國外合作對象

-

種子師資與營運人員至國外培訓

-

辦理國際性人才培育與認證活動

-

推動國內人培中心取得國際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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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分工
本計畫於興達港區中進行開發，透過積極國際招商、引進人才與技術，
推升國內在地產業、服務業發展，鼓勵並育成新創事業，創造優質的新興
就業機會。其中海洋科技工程人才培訓及認證中心由經濟部主辦，海洋科
技產業創新研發中心和海洋科技工程材料研發及驗證中心之先期規畫與建
置由經濟部主辦、科技部協辦，後續的招商與營運則由經濟部與科技部共
同主辦，並於本計畫核定後將與國內產學研機構，包括國研院海科中心及
臨近工業區及大學等研商細部合作事宜，相關部會分工如下表 5-1。
表 5-1 相關部會分工
區域

作法

辦理單位
農委會主辦、經濟部協辦

土地撥用(含水域範圍)

工程區

遴選廠商

經濟部

海洋工程分區設計

經濟部
高雄市政府

用地變更
港區管理機制研擬

高雄市政府主辦、農委會協辦

建照審核

高雄市政府主辦、經濟部協辦

港池疏浚工程設計(含監造)及施工

高雄市政府
經濟部

海洋工程分區開發
海洋科技工程 規劃、建置
人才培訓及認
證中心
招商、營運

經濟部主辦

規劃、建置

經濟部主辦、科技部協辦

招商、營運

經濟部、科技部共同主辦

海洋科技工程 規劃、建置
材料研發及驗
證中心
招商、營運

經濟部主辦、科技部協辦

海洋科技產業
創新研發中心

經濟部、科技部共同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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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期程與資源需求

6.1 計畫期程
本計畫係配合離岸風電推動目標期程，於 108 年完成專區內海洋工程
區水下基礎廠房建置、重件碼頭整件、高壓電纜地下化、港池浚深、港區
機制研擬及三中心主建物及相關設備建置為目標。
相關建設時程規劃如下：
106 年：完成上位計畫研擬、用地變更、土地撥用(含水域範圍)、海洋工程
分區設計、港區管理機制研擬、碼頭及港池疏浚工程設計、建照
審核。
107 年：啟動海洋工程分區開發之整地建廠、碼頭及港池疏浚工程、海洋
科技工程人才培訓及驗證中心規劃、海洋科技產業創新研發中心
規劃、海洋科技工程材料研發及認證中心規劃。
108 年：完成海洋工程分區開發、海洋科技工程人才培訓中心規劃及建置、
碼頭及港池疏浚工程、海洋科技產業創新研發中心規劃及建置、
海洋科技工程創新材料研發及認證中心規劃及建置。
109 年：測試設備驗證及試營運。

6.2 所需資源說明
6.2.1 籌建期間
1. 專業工程單位協助規劃興建
由於專區擬設置於興達漁港遠洋漁船泊區附近，於籌建期間，必
須與高雄市政府、當地法人及鄰近大學院校進行密切的協調，故此期
間同步由推動辦公室就近協調綜整籌建相關事務。
未來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非硬體設施及公共實驗室建置事宜，
則將另組專案團隊，希望同時能建立國內海洋科技研究相關科儀之自主
研發能力，藉由相關技術之引進，提升國內相關廠商之技術能力。
2. 高雄市政府協助區域公共設施及生活機能
建構智慧生態城市，提供民間機構有利的投資人誘因，提高民間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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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參與營運進駐規劃，並進一步提升本計畫未來整體營運效率，希望高
雄市政府配合規劃，例如完善安家配套措施，建構高品質的周邊生活機
能，規劃完善的住宿設施、生活機能及提高交通便利性，或建立住宅補
貼等具誘因之安家配套措施。

6.2.2 人力資源需求
創新專區之籌建擬成立推動辦公室，推動相關軟硬體籌備工作，如
「統合研發能量成立聯盟」、「國際合作認證」、「產業合作」、「產
學研鏈結平台」及「工程發包督導」等，並補助或委託產學研機構進行
其他相關研究。
籌建完成後，除專案辦公室人力進駐外，其他法人單位預估進駐人
力 50 人，鏈結學術界及產業界參與約可達 500 人。

圖 6-1 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辦公室組織架構
6.2.3 其他配套需求
建議由地方政府規劃漁港船舶管理機制，並於周邊提供便捷的交通分
流，以避免當地漁民和居民之反彈。

6.3 經費來源及費用計算基準

58

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

6.3.1 經費來源
前瞻基礎建設特別預算。
6.3.2 費用計算基準
參照營建物價、近年相當規模之工程發包金額及民間工程顧問公司估算計
算，另土地租金費用後續配合財政部訂定國有財產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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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經費需求
整體開發預算需求為 4,282,000 仟元，各年度經資門分配詳如表 6-1。
表 6-1 計畫經費需求表(按資本門與經常門分類)
單位：新台幣仟元

特別預算第一期
類別

經費項目 106年9月至 107年1月至
106年12月底 107年12月底

委辦費、
稅捐及其
經常門 他 規 費 及
其他業務
費等
房屋建設
及設備
費、公共
建設及設
資本門 施費、資
訊軟硬體
設備費、
雜項設備
及權利等
合計

特別預算第二期
109年1月
108年1月至
至109年12
108年12月底
月底

合計

200,000

72,500

550,375

327,625

1,150,500

0

1,849,500

803,625

478,375

3,131,500

200,000

1,922,000

1,354,000

806,000

4,282,000

備註：
1. 上述工作項目與經費係暫估，將視實際執行需求及物價水準調整金額，並依政府預算執
行相關規定編列及據以執行。
2. 有關工程經費部分，於完成廠商遴選後，將依「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
辦理。
3. 第一期特別預算(106 年下半年至 107 年底)總經費為新臺幣 2,122,000 仟元，其中新臺
幣 1,806,130 仟元(經常門為新臺幣 133,310 仟元、資本門為新臺幣 1,672,820 仟元)，
因配合工作項目調整與三中心主建物及設備擴充規劃之作業時程，爰不計入第一期預算
執行率。
4. 經費項目欄位配合會計科目編列方式列舉說明。
5. 調整計畫執行工作項目說明如下表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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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調整計畫執行工作項目說明

調整工作項目

調整說明
考量基地環境鹽害及地勢低窪等環境因素，提升材料等級

三中心營建工程

(如鈦鋅板或等級較高不鏽鋼)及加強排水工程，故調整三中
心空間配置及營建工程項目。

海洋科技工程人才培訓
及驗證中心訓練區

配合最新國際培訓認證制度，調整技術工法及提供海事工程
人才訓練內容，增加動態定位系統、海上吊裝設備模擬器等
軟、硬體設施。
配合最新國際深水池建置標準，增設ROV操作人員訓練及造

深水池規劃與建置

風、造浪、造流等相關訓練設施，並調整深水池訓練環境及
運維實驗場域建置規格。

中油LNG冷能管線規劃
與建置

原規劃中油LNG冷能水目的為降低深水池水溫使用，因配合
上述建置項目調整，規劃於三中心建置完成，再進行後續擴
充。

6.5 研發經費
目前無相對應之研發經費，各相關部會單位將於後續年度持續爭取研發
計畫投入，深化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的效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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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預期效果及可行性分析

7.1 社會及經濟效益分析
本計畫若能順利推動開發，預計將創造之直接經濟效益，包括增加直
接財務效益、經濟產值、創造就業機會、增加政府稅收外，間接社會效益
包括提升城市形象及增加國際競爭力、帶動興達港及高雄市茄定區發展、
促進綠能產業發展等。
本計畫之經濟效益評估係依行政院國發會 97 年訂定之「公共建設計畫
經濟效益評估及財務計畫作業手冊」規範之流程及項目進行分析。
1. 基本假設與參數設定
(1) 評估基礎年期
本計畫評估基礎年訂為民國 106 年，以為各項公共建設計畫成
本與收益推估計算時之幣值基準，並為現金流量折現計算之基準年。
(2) 評估期間
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興建期至 108 年，109 年開始試營運，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土地及土地改良物分類明細表，碼頭最低使用
年限為 45 年，故以 45 年為估算期間，故營運期評估至 154 年。
(3) 通貨膨脹上漲率
參考行政院核定之「國家發展計畫(102 至 105 年)」及行政院
主計總處公布之近五年(100~104 年)消費者物價指數平均漲幅，本
計畫假設物價上漲率為 1.5%。
(4) 社會折現率
公共建設計畫之社會折現率的選擇，常引用政府借款利率、社
會機會成本率、同類活動民營企業內部報酬率等，依據「公共建設
計畫經濟效益評估及財務計畫作業手冊」，社會折現率可參酌中長期
公 債 平 均 殖 利 率訂 定 之 。 106 年 政 府 推 出 之 長 期 公債 利 率 約為
1.59%～1.65%（20～30 年期公債），故本計畫基於保守計算，假設
社會折現率為 2.65%，用以計算經濟淨現值及經濟益本比。
2. 經濟成本分析
(1)興建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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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興建成本約為 32.095 億元，其他屬經常支出約為 11.505 億元。
(2)營運成本
營運成本共分為行政維運費、修繕養護費、水電費及其他業務
費等四項估計，於 109 年度僅為試營運，暫不列入，110 年起預估為
2,600 萬元，其中 2,300 萬元將由委託營運單位負擔。考量業務與人
力成長需求，另參照 110-114 年維持不成長；115-119 年成長 2%，物
價上漲率 1.5%；120-124 年成長 2%，物價上漲率 1.5%；125 年以後
採成長 2%，物價上漲率 1.5%等模式估計。各項支出之估算原則說
明如下。
(I) 行政維運費
在基本行政維運經費支出方面，以委託國內相關法人維運為主，
開發機關僅負責統籌，有關之行政維運費以往經驗估算自 109 年起
約為 450 萬元，110 年起約為 500 萬元，由委託之維運單位負擔。
(II) 修繕養護費
在修繕養護支出方面，考量建築與機電設備如弱電、照明、給
排水系統、空調、機電、溫濕控制、冷凍與冷藏等大型設備之維護，
自 110 年起暫先初估設備維護與保養約為 1,000 萬元，並由委託之維
運單位負擔。
(III) 水電費
在基本用水及用電支出方面，於 110 年營運後估計約需 800 萬
元，由委託之維運單位負擔。
(IV) 其他業務費
在其他經費支出方面，包括與地方之溝通宣導、勞工安全教育
訓練費，以及相關小型勞務委辦等費用，以及硬體設施基本運作所
需各項費用。此部份初步估算於 110 年營運後編列 300 萬元，由能
源局編列預算執行。
3. 經濟效益分析
經濟效益係指公共建設之產出及使用，為整體社會產生之效益，包
含直接效益與社會效益（間接效益）。
(1) 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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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直接經濟效益
創新專區內海洋工程區、海洋科技工程人才培訓及認證中心(簡
稱人培中心)、海洋科技產業創新研發中心和海洋科技工程材料研發
及驗證中心(簡稱海創中心)預計於 110 年正式營運，每年土地租金、
空間租金等其他收入約為 6,100 萬元，海洋工程區變動管理費收入約
為 300 萬元。基於年租金需視和遴選廠商訂定租用契約時之結果，
且將採十年重新議價方式，實際議定價格可能變動，因此估算時暫
不考慮物價上漲率等因素。考量業務成長需求，另參照 110-114 年維
持不成長；115-119 年成長 2%，物價上漲率 1.5%；120-124 年成長
2%，物價上漲率 1.5%；125 年以後採成長 2%，物價上漲率 1.5%等
模式估計。
創新專區之推動預期將有助於增加經濟產值、就業效益及稅收
效益，如海洋工程區新增投資額估計至少 26 億元於興建水下基礎廠
房，新增就業人數達 350 人，量產後每年可創造產值 96 億元，海創
中心預計可促成業界合作 20 家，金額 40,000 千元；專利申請 10 件，
技術移轉 20,000 千元；引進 10 家業者進駐創新專區及周邊園區；人
培中心與離岸風電產業業者合作，估計每年可培育人才上千人次，
並創造可觀就業。
B. 產業效益
投入產出表代表著一國的國民所得會計帳，而整個投入產出架
構可以代表經濟體系內產業間相互關係及經濟活動之縮影，因此投
入產出分析法可作為分析產業間生產活動相互影響程度的理想工具。
此分析法不僅在已開發國家被廣為應用，且在開發中國家的經濟計
劃裡亦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評估角色。目前世界各國大多編有投入產
出表，以為政府擬定經濟計劃之依據，並供學者專家研究分析及各
企業廠商擬定投資計劃之參考。依照主計總處公布之投入產出表
(input-output table)分析，藉由各產業的關聯，評估政府支出增加於
經濟體系所產生之效益 106-109 年配合創新專區投入相關工程預算，
依照投入產出表分析，106-109 年(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興建
期間) 共投入 1.3658 億元於規劃費、以及 32.095 億元於建築工程費。
因擴大建築工程將促進營造業等產業發展，此將帶動整體經濟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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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增加勞工數，產值帶動效果約 150 億元。
(2) 間接經濟效益
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所建置之各項核心設施與技術團隊，
將成為綠能科技技術示範與產業鏈結的基石。各項核心設施的運作，
除規劃研發示範法人機構進駐外，亦期望引進產業研發中心的經營
投入，不但可大幅提升重大設施的使用成效，更可達到協助政府扶
持綠能科技產業責任，創造就業機會，營造無限商機。
(3) 地方產業效益
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工程期間，工程人員進駐將增加對
當地生活消費之效益，效益計算公式如下
促進地方消費效益=Σk [(工程建造經費工資佔土建工程建造
經費之比率)工程人員年薪每人每年生活消費額]
其中 k = 分年工程經費
興達漁港附近產業原本多與漁業相關，如製冰、冷凍、修護、
加工、漁具、養殖等低附加價值產業，創新專區營運後，成為我國第
一個海洋科技產業研發及製造基地和離岸風電產業人才培訓中心，預
估會有數百個工作人員進駐，並吸引許多上中下游廠商於附近區域投
資設廠，不但可增加就業機會，也會吸引各國人士至該區進行研究或
接受訓練，可望帶來固定之消費人口，將帶動周邊餐飲與觀光服務產
業，有效活化和興達漁港和鄰近茄萣區等地方之產業發展，改變鄰近
產業形貌。
海洋工程區之水下基礎廠未來將結合教育宣導，並與週邊情人
碼頭遊憩區結合，以規劃觀光遊程，預期可吸引更多觀光人潮，為地
方帶動觀光效益。
(4) 社會(間接)效益
I. 促進在地就業機會
創新專區營運後，將帶來高知識含量和高薪工作機會，可吸引
當地年輕人返鄉工作，有利於改善老人化社會高齡長者無人照顧之
窘境，並改變原有以漁業文化為主的生活型態和價值觀，間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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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中小學學生學習目標，也為目前海洋相關科系畢業學生找到出
口。
II. 國家能源自主
風力發電的成本接近天然氣發電，是目前較經濟的再生能源之
一。海上風能較陸上平均多出 40%產能，是台灣發展再生能源的重大
要項。離岸風場無法直接採用陸上型風力機組，須重新設計，才能
適應海洋環境。離岸風力機組裝置容量皆往百萬瓦(MW)級發展，才
能降低造價成本，預測未來單機裝置容量將達 10～12MW。風力機組
是依地域設計的產品，系統廠商都是從國內起家。日本、韓國、印
度、中國大陸等皆有本土化的決心，為達到能源自主之目標，高雄
「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即規劃利用國內既有之技術基礎，透過
國際合作方式，引進國外相關技術，藉此扶植國內相關關鍵零組件
產業，讓國內相關業者有機會成長。
III. 節能減碳
創新專區可支援政府達到節能減碳與穩定電力供應之目標，以
及協助再生能源與其相關產業發展。根據國際研究，再生能源的開
發對於減碳的貢獻可以達到 21%，具備節能減碳之社會效益。
4. 分析結果
總工程經費計 32.095 億元，折現率以 2.65%計算，經濟效益評估結
果，淨現值 2,217,869 仟元大於 0，報酬率 4.94%大於 2.65%(折現率)、益
本比 1.70 大於 1，經濟評估分析結果為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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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經濟效益評估表
項目
年度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興建階段
折現因子
1
0.974
0.949
0.925
0.901
0.877
0.855
0.833
0.811
0.790
0.770
0.750
0.731
0.712
0.693
0.675
0.658
0.641
0.625
0.608
0.593
0.577
0.562
0.548
0.534
0.520
0.507
0.494
0.481
0.468
0.456
0.445
0.433
0.422
0.411
0.400
0.390
0.380
0.370
0.361
0.351
0.342
0.333
0.325
0.316
0.308
0.300
0.293
0.285

興建成本
0
254,680
2,476,445
478,375

106 年現值

營運成本

單位:新台幣仟元

營運階段
營運收入
租金及業務收入

0
248,058
2,350,146
442,497
3,000
3,045
3,091
3,137
3,184
3,296
3,413
3,533
3,658
3,787
3,921
4,059
4,203
4,351
4,505
4,664
4,828
4,999
5,175
5,358
5,547
5,743
5,945
6,155
6,372
6,597
6,830
7,071
7,321
7,579
7,847
8,124
8,411
8,708
9,015
9,333
9,663
10,004
10,357
10,723
11,101
11,493
11,899
12,319
12,754

114,000
115,765
117,592
119,484
115,765
118,613
121,543
124,558
127,660
130,852
134,137
137,518
140,998
144,581
148,269
152,065
155,975
160,000
164,145
168,414
172,811
177,340
182,005
186,811
191,762
196,864
202,120
207,537
213,119
218,872
224,801
230,913
237,213
243,708
250,404
257,308
264,426
271,766
279,336
287,142
295,193
303,497
312,062
320,898
3,33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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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7.5
118,281
95,125
22,500
12,500
12,562
12,625
12,688
12,750
12,815
12,879
12,944
13,008
13,073
13,139
13,204
13,270
13,337
13,404
13,471
13,538
13,606
13,674
13,742
13,811
13,880
13,950
14,019
14,089
14,160
14,231
14,302
14,373
14,445
14,518
14,590
14,663
14,736
14,810
14,884
14,959
15,033
15,108
15,184
15,260
15,336
15,413
15,490
15,567

淨流入
2,187.5
115,206
90,274
22500
123,500
125,282
127,126
129,035
125,331
128,132
131,009
133,969
137,010
140,138
143,355
146,663
150,065
153,567
157,168
160,872
164,685
168,607
172,644
176,798
181,075
185,477
190,010
194,675
199,479
204,427
209,521
214,768
220,171
225,738
231,472
237,379
243,465
249,736
256,199
262,859
269,722
276,795
284,087
291,603
299,352
307,340
315,576
324,069
3,335,038

現金淨流入現值

111,274
109,872
108,693
107,486
101,643
101,224
100,877
100,477
100,154
99,778
99,345
98,998
98,743
98,436
98,230
97,810
97,658
97,286
97,026
96,885
96,694
96,448
96,335
96,169
95,949
95,672
95,542
95,572
95,334
95,261
95,135
94,952
94,951
94,900
94,794
94,892
94,672
94,664
94,601
94,771
94,595
94,661
94,673
94,952
950,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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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3,209,500
3,040,701
296,118
12,335,156.5
5,258,570
自償率=營運評估年期內各年現金淨流入現值總和／ 營建期間工程建設經費現金流出現值總和= 5,258,570 仟元/3,040,701
仟元 = 172.9%，屬「自償性公共建設預算制度實施方案」之實施範圍，經濟部將依相關規定辦理。

7.2 財務分析
1. 基本假設與參數設定
(1) 評估基礎年
本計畫評估基礎年訂為民國 106 年，以為各項公共建設計畫成
本與收益推估計算時之幣值基準，並為現金流量折現計算之基準年。
(2) 評估年期
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興建期至 109 年，根據行政院主計
總處土地及土地改良物分類明細表，碼頭最低使用年限為 45 年，故
以 45 年為評估年期。
(3) 物價上漲率
參考行政院核定之「國家發展計畫(102 至 105 年)」及行政院
主計總處公布之近五年(100~104 年)消費者物價指數平均漲幅，本
計畫假設物價上漲率為 1.5%。
(4) 地價上漲率
專區土地屬國有，地價稅不列入考慮。
(5) 營運成長率
考量建置完成後實際進駐與業務推動能量依 110-114 年維持不
成長；115-119 年成長 2%，物價上漲率 1.5%；120-124 年成長 2%，
物價上漲率 1.5%；125 年以後採成長 2%，物價上漲率 1.5%。
(6) 土地、資產變現價值
本計畫相關土地、資產均屬政府公務機關，基於永續經營與發
展原則，於此暫不規劃評估期結束後之處分事宜，故不計算期末
資產處分利得。但根據「公共建設計畫經濟效益評估及財務計畫
作業手冊」內容，最後一年現金流入之淨額，可將投資計畫使用
土地之淨變現價值、廠房設備之處分價值稅後淨額計入現金流入
項目，故最後一年仍計入本項。
(7)資金結構、成本率與折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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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設計畫之社會折現率的選擇，常引用政府借款利率、社
會機會成本率、同類活動民營企業內部報酬率等，依據「公共建
設計畫經濟效益評估及財務計畫作業手冊」，社會折現率可參酌中
長期公債平均殖利率訂定之。106 年政府推出之長期公債利率約
為 1.59%～1.65%（20～30 年期公債），故本計畫基於保守計算，
假設社會折現率為 2.65%，用以計算經濟淨現值及經濟益本比。
2. 財務成本及收入
(1) 成本項目
I. 工程費用同前節所述，預估興建成本約為 32.095 億元，經常支出
約為 11.505 億元列入其他財務成本。
II. 財務成本共分為行政維運費、修繕養護費、水電費及其他業務費
等四項估計，同前節所述。於 110 年度預估為 2,600 萬元，另考量
業務與人力成長需求，110-114 年維持不成長；115-119 年成長 2%，
物價上漲率 1.5%；120-124 年成長 2%，物價上漲率 1.5%；125 年
以後成長 2%，物價上漲率 1.5%。
(2) 收入項目
創新專區主要營運設施為提供相關法人與廠商進駐，開發機關
僅負責統籌。未來營運單位將透過招商程序公開遴選，營運計畫(含
財務分析)由廠商提出。除進行技術驗證外，亦可設置小型測試產線，
開發後之收益包括租金與管理費收入等項目，但促進地方消費效益、
增進當地消費成長效益等非現金流量項目，於財務評估時不納入考
慮。考量實際進駐與業務成長另參照 110-114 年維持不成長；115119 年成長 2%，物價上漲率 1.5%；120-124 年成長 2%，物價上漲率
1.5%；125 年以後採成長 2%，物價上漲率 1.5%估列。分別說明如下
所述：
I.年租金
海洋工程區可承租土地面積約 26 公頃(260,000 m2)，土地年租金
依公告地價 5% 計價，興達港 106 年 1 月之公告地價為新台幣 930
元 / m2，即每平方公尺土地租金為 46.5 元，換算每年土地租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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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2,000 仟元(租金收入僅保守估計，實施仍應配合國產署法令規定
及經濟部規劃招商條件調整)。
海洋工程區之重件碼頭由得標廠商自行出資興建，租金另行議
定。
II. 變動管理費
為因應未來港區管理之需要，進駐海洋工程區之廠商需繳交變
動管理費，暫估 3,000 仟元/年。
III. 空間租金收入
人培中心及海創中心預計於 110 年正式營運出租，提供相關法
人與廠商進駐，以建造工程費用投入約 20.55 億元，45 年租期回攤
現值計算，則每年租金收入約 49,000 仟元 (租金收入僅為估計，實
施仍應經濟部規劃招商條件調整) 。
IV.其他收入
海創中心預計可促成業界合作和育成新創企業，相關專利或技
術移轉權利金、實驗室收入等估計約 5,000 萬元。
3. 分析結果
總工程經費計 32.095 億元，折現率以 2.65%計算，財務評估結
果，淨現值 1,887,717 仟元大於 0，報酬率 4.61%大於 2.65%(折現率)、
益本比 1.59 大於 1，財務分析評估結果為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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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財務效益評估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年度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合計

折現因子
1
0.974
0.949
0.925
0.901
0.877
0.855
0.833
0.811
0.790
0.770
0.750
0.731
0.712
0.693
0.675
0.658
0.641
0.625
0.608
0.593
0.577
0.562
0.548
0.534
0.520
0.507
0.494
0.481
0.468
0.456
0.445
0.433
0.422
0.411
0.400
0.390
0.380
0.370
0.361
0.351
0.342
0.333
0.325
0.316
0.308
0.300
0.293
0.285

興建階段
興建成本
106 年現值
0
0
254,680
248,058
2,476,445
2,350,146
478,375
442,497

3,209,500

3,04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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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成本

3,000
3,045
3,091
3,137
3,184
3,296
3,413
3,533
3,658
3,787
3,921
4,059
4,203
4,351
4,505
4,664
4,828
4,999
5,175
5,358
5,547
5,743
5,945
6,155
6,372
6,597
6,830
7,071
7,321
7,579
7,847
8,124
8,411
8,708
9,015
9,333
9,663
10,004
10,357
10,723
11,101
11,493
11,899
12,319
12,754
296,118

營運階段
營運收入

114,000
115,765
117,592
119,484
115,765
118,613
121,543
124,558
127,660
130,852
134,137
137,518
140,998
144,581
148,269
152,065
155,975
160,000
164,145
168,414
172,811
177,340
182,005
186,811
191,762
196,864
202,120
207,537
213,119
218,872
224,801
230,913
237,213
243,708
250,404
257,308
264,426
271,766
279,336
287,142
295,193
303,497
312,062
320,898
3,332,225
11,178,931

淨流入

111,000
112,720
114,501
116,347
112,581
115,317
118,130
121,025
124,002
127,065
130,216
133,459
136,795
140,230
143,764
147,401
151,147
155,001
158,970
163,056
167,264
171,597
176,060
180,656
185,390
190,267
195,290
200,466
205,798
211,293
216,954
222,789
228,802
235,000
241,389
247,975
254,763
261,762
268,979
276,419
284,092
292,004
300,163
308,579
3,319,471
11,475,949

現金淨流入現值

100,011
98,855
97,898
96,917
91,303
91,100
90,960
90,769
90,645
90,470
90,240
90,085
90,011
89,887
89,853
89,620
89,630
89,436
89,341
89,355
89,319
89,230
89,262
89,244
89,173
89,045
89,052
89,207
89,111
89,166
89,168
89,116
89,233
89,300
89,314
89,519
89,422
89,523
89,570
89,836
89,773
89,937
90,049
90,414
946,049
4,92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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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償率=營運評估年期內各年現金淨流入現值總和／ 營建期間工程建設經費現金流出現值總和= 4,928,418 仟元/3,040,701 仟元
= 162.1%，屬「自償性公共建設預算制度實施方案」之實施範圍，經濟部將依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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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附則
8.1 替選方案之分析及評估
高雄興達港位於高雄市北部鄰近台南市之區域，地理位置適中，其優
勢包括天候條件佳、潮差小、既有港廓及碼頭設施完備；另交通便利，鄰
近學研單位及工業區，產學研資源豐富，除可提供相當的研發能量外，並
可快速供應本專區所需材料和零組件，支援產業健全，相當適合作為海洋
科技產業研究基地。

8.2 風險評估
1. 碼頭承載力不足：因離岸風機水下基礎鋼鐵結構物尺寸可達 21 公尺21
公尺60 公尺，重量約 650~1000 公噸，目前專區內海洋工程區碼頭現
況無法符合所需承載重量，需進行重件碼頭整建。
2. 興達漁港水深不足：興達港現況水深約 5~6 m，配合未來施工船運載
噸位，進行浚深至 8 m。
3. 水下基礎用施工船載至風場安裝時，離水面高度可能高達 100 公尺，惟
目前台電在港區出海口兩端高壓電輸送電纜垂下高度僅 20 多公尺，將
來勢必會影響施工船進出，需進行電纜地下化。

8.3 相關機關配合事項
1. 有關重件碼頭整建，將由海洋工程區遴選業者以自籌自建方式辦理，
以符合所需界面使用。
2. 另將透過補助或委託高雄市政府方式，請高雄市政府協助辦理港池竣
深，並研擬港區管理收費及航道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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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另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將協助辦理興港漁港港嘴高壓電纜地下化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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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社會參與及政策溝通情形
(一) 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與地方溝通歷程
1. 105.03.09 林岱樺立委召開投資高雄興達港海洋綠能產業園區協調會
議，說明投資規劃及面臨問題。
(1) 開發區域與 BOT 案重疊。
A.

華偉國際漁業集團「漁產海洋產業鏈基地」28 億元 BOT 案，目
前已於 105.06.13 撤案。

B.

唐榮遊艇公司「遊艇觀光商業區」22 億元 BOT 案，因為促參法
104 年修訂，目前重新進行行政程序。

(2) 需要土地用途變更(漁業變工業)，需要環評與都審，其時程冗長。
(3) 土地產權移交(國產署、漁業署、高雄市政府)
(4) 因應 114 年 3,000MW 市場需求，至少需要 25 公頃土地，必要時
須擴增至 40 公頃，目前腹地不足需徵收魚塭，執行困難。
2. 105.06.08 林岱樺立委協調投資興達港計畫案現勘與討論會議研商
過程。
(1) 高雄市於 103 年 11 月完成「高雄市興達漁港遊艇觀光商業區暨海
洋產業發展區委託 BOT 可行性評估計畫」，針對興達漁港遠洋漁港
進行整體規劃，全港規劃為兼具漁業生產、觀光及休閒的多功能
漁港，將興達漁港遠洋泊區劃分為「遊艇觀光商業區」及「海洋
產業發展區」等區域。
(2) 興達港應維持原漁港用途，北為觀光遊憩區南為海洋產業區(遠洋
漁業、冷凍倉儲)。
(3) 漁會表示工廠不可有震動、表面處理汙染、焊接工程灰飛等汙染
源，影響魚塭養殖。
3. 105.06.21 邱志偉立委召開「興達港全區建設發展藍圖」公聽會
(1) 興達港建設維持分區開發原則，北遊憩南海洋。請漁業署在最短
時間內就其所管之興達港土地移撥給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管理招商
之方案完成研議。
(2) BOT 案之主辦機關請國發會與漁業署協助高雄市政府確定合作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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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3) 交通部觀光局協助高雄市海洋局完成招商規劃。
(4) 高雄市海洋局提出遊艇碼頭興建計畫
(5) 在海洋產業區設置離岸風電水下基礎(海底基座)專用港埠，應避免
汙染源影響魚塭及鋼鐵原料運送亦不可影響周邊觀光發展。
4. 於 105 年 11 月~106 年 1 月行政院吳政委偕同經濟部各部會多次拜訪
高雄市長及市政府相關單位，進行發展規劃討論會議。後續共同進
行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上位計劃規劃與討論。
5. 106 年 4 月 18 日拜訪中山大學海洋學院，獲得結論如下：
(1) 水下技術載具主要是陸面上所使用的機械結合海洋相關知識，單
價可能高達約陸面機械的 10～100 倍，屬小眾市場。
(2) 建議金屬中心盤點陸面機械之相關供應鏈廠商名單，交由海科院
評估是否可延用該廠商之原已具備之核心技術能量應用在海洋科
技市場。
(3) 投入海洋科技產業之廠商規模不宜過小，其資本額達 2～3 億元者
較為合適。
(4) 經評估可用且有意願昇級的廠商，為降低先期研發風險以提高投
入意願，現階段廠商暫無須增添新設備，可透過產學研聯盟(金屬
中心協同中山海科院合組技術輔導團隊)扶植廠商轉型升級，切入
海洋科技應用市場。
(5) 建議由金屬中心主導，中山海科院參與，針對水下技術召開論壇，
廣納專家建言，並凝聚共識，為國內在海洋科技創新及海洋材料
研發兩大課題提供優先佈局方向。
(6) 有關中山大學海科院在「興達港海洋科技創新專區」計畫中的合
作模式及扮演角色，如特殊水下技術人員及特殊儀器操作人員等
團隊如何進駐，後續將進一步討論。
(7) 由於興達港專區之創新研發中心的發展腹地有限，建議前瞻海洋
科技產業化推動作法可採行虛擬產業聚落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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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為確保產業科技創新及材料研發驗證兩大中心有基本業務量維持
運作，建議針對需驗證之材料，可爭取與國際發證機構交互驗證，
在台灣即可執行發證作業。
(9) 三大中心可同時扮演人才培育及媒合的角色。
(10) 為提供國內廠商進行深水域之產品認證作業及深水域工作訓練之
模擬實境，建議可建置海域實證作業用之深水池設備(總深度 25～
30 公尺)。
(11) 中山大學海科院建議之前瞻海洋科技發展項目：
 商用聲納相關之硬體及衍生服務
 水下載具相關之硬體及衍生服務
 水下工程或載具用之耗材
(12) 為使產業科技創新及材料研發驗證兩大中心可永續經營，宜建置
專屬海洋科技發展用之獨特環構設備及技術輔導團隊。
6. 106 年 4 月 21 日 拜訪海洋科技研究中心，獲得結論如下：
(1) 海科中心新建研究船未來預計停靠高雄港。
(2) 海科中心具海底觀測機具之研發能量，但面臨無法後製生產問題。
(3) 為提供國內廠商進行深水域之產品驗證作業及深水域工作訓練之
模擬實境，建議可建置壓力艙設備(外觀尺寸 10×10m2) 及海域實
證作業用之深水池設備( 最大深度 40 公尺)。
(4) 海科中心建議之前瞻海洋科技發展項目：


水下觀測儀



水下攝影機



海底設施檢修機具(如海底電纜檢修)



水下工程或載具用之耗材(如玻璃浮球)



海底即時觀測用電纜材料

(5) 台灣在水下機電及水下探測具有發展能量，水下土木工程(海事工
程)方面則較為欠缺。
(6) 台灣在許多單位均已建置海洋相關資訊的資料庫，建議未來在興
達港之創新研發中心可建置一整合平台(Hub)，透過平台連結各資
料庫，提供使用者一個便捷使用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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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6 年 5 月 4 日拜訪高雄市海洋局，提出漁民幾點訴求，能源局也都
充分回應。
(1) 海洋局意見：
A.

為利本案後續遴選順利，有關先行開放有意願廠商進行地質探勘
部份，海洋局原則同意配合辦理。

B.

專區港池浚深工程及廢土處理部分，海洋局可協助處理。另建議
在特別預算通過前就先以其他可支用預算啟動。

C.

都發局預計在 106 年 5 月 11 日辦理「變更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
畫」公覽說明會，請能源局派員列席參加。

D.

本案建議能與學術界和產業界多交流溝通，以或學界和廠商支持，
將有利於後續都市計畫變更審查。

E.

本案除規劃台電公司在港口架空線地下化外，另建議其週邊輸配
線路之地下化希望也能一併解決，以免颱風造成停電問題重現。

(2) 能源局意見
A.

有關特別預算通過前，本案經費部分，能源局研擬幾個可行方
案。

B.

有關 106 年 5 月 11 日公覽說明會部分，能源局派員與會協助說
明。

C.

有關輸配線路之地下化部分，將轉請台電公司辦理。

8. 106 年 5 月 18 日至茄萣區漁會聽取當地漁會理事和漁民意見。
(1) 漁會理事與幹部訴求
A.

政府一再保證引進的產業不會造成污染，萬一未來廠商違規，
有何懲罰措施?是否有監督機制?

B.

興達港航道狹窄，後續轉為多功能港口，會有不同功能之船隻
進出，會不會造成航道衝突?停泊區會不會重疊?海洋局是否可以
先啟動漁港船舶管理機制之規劃

C.

水下基礎施工會不會造成震動，影響到鄰近魚塭養殖?

D.

未來水下基礎組件進出會不會影響漁會主要進出道路交通? 或
鄰近居民的交通安全?

(2) 海洋局與能源局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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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將在廠商遴選辦法中研擬懲處條文，要求進駐廠商做好敦親睦
鄰工作，並加入監督機制。

B.

上位計畫有編列相關經費，高雄市海洋局可先墊款啟動相關規
畫作業，待特別預算通過能源局再返還高市府。

C.

水下基礎廠房興建會強化地基，不致造成震動，後續也會要求
遴選之廠商注意相關問題。

D.

未來水下基礎組件不會使用漁會前之道路進出，高市府交通局
對鄰近道路和交通會有妥善規劃。

(二) 重要結論
1. 為達成帶動當地經濟繁榮、永續發展的產業，且兼顧開發方向與
高雄甚至是南部的經濟發展息息相關之使命 ，興達港區將維持
「北休閒，南產業」之發展模式。此外，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
新專區」兩基地整體建設意象須考慮融合周遭景觀，凸顯興達港
區特色。關於環保問題，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係既有
專(園)區開發，變更引進的產業類別，不需辦理政策環評。個案環
評部分，則由地方工業主管部門(高雄市政府)認定。
2. 綜整學界意見，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之規劃主軸應以海洋
風能之運用為起點，逐步擴大至海洋豐富資源之運用，並考量國
內既有優勢產業之整合性、在地產業相關性及二高一低(高前瞻性、
高商機、低污染)原則，篩選出適合在興達港專區發展之產業與創
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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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建築空間及設施規劃說明
本計畫預計興建「海洋科技工程人才培訓及認證中心」獨立之建築
一棟，以及「海洋科技產業創新研發中心」和「海洋科技工程材料研發
及驗證中心」共用之建築一棟，預計採用鋼筋混凝土結構形式，考慮與
周邊景觀結合，以及鄰近濕地保護區，地上樓層不宜過高，暫估地上
2~3 層、地下一層，實際建築形式和樓板空間等需再由遴選廠商與建築
施工單位進一步規劃，目前統計樓地板面積、使用空間及硬體設施需求
進行估算需求如表附 1-1~1-2。
表附 1-1 人才培訓中心建築與設備需求概估表
樓地板面積
場
域
面
積

培訓中心

25,000 m2

室內訓練空間

15,000 m2

戶外訓練空間

10,000 m2

電力需求

7,116 kW

用水需求

110 (噸/日)

廢水處理

75 (噸/日)

表附 1-2 創新研發中心建築與設備需求概估表
樓地板面積
場
域
面
積

研發大樓

33,500 m2

室內驗證場域

10,500 m2

戶外驗證場域

29,000 m2

電力需求

7,116 kW

用水需求

110 (噸/日)

廢水處理

75 (噸/日)

1.綠建築與永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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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到融合興達港現有景觀以及海洋科技形象，有效降低環境負荷
及興建時程，提升產業競爭力。因此整體公共建設規劃包含：
(1) 以綠色基盤工法進行全區建設，建築體生命週期全面符合智慧健康綠
建築及智慧決策中心的標準。
(2) 搭配在地氣候及日照特性，進行地景地貌設計，融入觀光休憩之意象。
(3) 以工廠觀光化為目標，設計公共藝術空間和參訪步道，提供一般民眾
體驗離岸風電海底基座與海洋科技未來情境，將海洋科技生活化及育
樂化。
(4) 建立廢排處理專區(排水、排氣、廢棄物)，創造永續環保資源循環環
境及整體環境效率零負荷計量成果。
為建置一具智慧健康綠建築之開放性海洋科技研究環境，作為產官
學研單位建置類似設施的參考示範，並提供國內研究群進行前瞻性研究。
初步規劃可採用之作法如下：
(1) 智慧健康綠建築設計理念：建築體生命週期全面符合智慧健康綠建築
雙認證標準，應用周遭氣象及環境數據，因應未來氣候變遷成為亞洲
海洋科技產業研發中心方式進行建造整體智慧環境監測應變系統及未
來智慧城市建構後之大數據分析決策中心。
(2) 室內外空間綠美化：包含頂樓綠植栽，大辦公區設有小型植生牆，目
的在於美化環境並強化進駐研究群節能減碳觀念。而室內裝修採用綠
建材、低有機塗料及粘著劑，並設有智能控制系統，如採用二氧化碳
監控儀器控制外氣量引進，當濃度大於 900 ppm 即增加外氣送風量，
嚴格控制室內空氣品質，以減少「病態大樓症候群」情形發生。
(3) 室內外環境品質 OEQ 及 IEQ(Outdoor and Indoor Environment Quality)：
以智慧科技監測室內外環境，包括溫溼度、甲醛、一氧化碳、二氧化
碳、PM10、PM2.5、通風照明及安全等監控物理性、生物性及化學性
因子，維持良好空氣、水等整體環境品質，達到研發及居住空間的健
康無毒生活。
(4) 製程潔淨水串連再利用系統：透過運用薄膜生物反應系統(MBR)、逆
滲透過濾系統(RO)、倒極式電透析(EDR)，以及蒸發罐(EVP)等多階
段回收再利用方式，使不同機台設備之間不需透過水回收處理程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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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重複利用水資源，進而達到廢水零排放之成就，遠期發展將以「減
水、創水、水中和」為水資源運用發展目標。
(5) 雨水回收系統：將落在廠房的第一道雨水作為太陽能系統清洗落塵使
用，第二道雨水則透過土層及卵石層過濾，由水幕牆氣瀑，作為屋頂
植栽澆灌用途，並採用汙水分流系統，於汙水分流處理後藉由仿自然
河流循環系統匯流入生態池，營造兼具汙水淨化與生物棲息的生態綠
網。
(1) 空調節能系統：設置通風、空調等自動監控，並採用雙溫度冰水迴路，
以掌握能源熱點及持續推動節能；適時導入水簾系統並配合抽風設備
產生的負壓效果調節室內溫度。
(2) 照明節能裝置：採用國內節能標章的高效率節能燈具，具全光譜、壽
命長、零件少兼具環保之優點，可因應氣候及室內環境智慧調節亮度。
本計畫除有效利用廠內屋頂空間，建置太陽能發電系統，提供行政區
域用電，並即時公告發電量於辦公室門口。
(3) 智慧型停車場：採用電子識別標籤作為智慧型停車場創新應用，透過
準確即時動態車流量追蹤監控提升停車效率，達到可靠車輛入廠安全
識別與高效率的動態停車導引與尋車查詢，節省停車與尋車之時間。
此外，於停車場設置動態交通資訊看板，直接快速導引進駐人員車輛
停車，降低汽車所產生的燃油與廢氣排放。
因此，未來本計畫進行基地規劃設計與建築開發時，可採用之智慧
健康綠建築設計技術整理如下表 3-4 所示，表中粗體標示為基地規劃階段
可採行之技術手法，其餘技術手法可於建築物規劃設計階段採用。並於
未來建築設計時採用合理的結構系統並搭配利用再生綠建材等措施，即
可達成「二氧化碳減量指標」。建議本計畫以取得鑽石級智慧及綠建築
雙標章為目標，當更能達成智慧健康及節能減碳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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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 1-3 綠建築設計技術建議表
指標群

九大綠建築指標

預估本計畫可採用綠建築設計技術
中庭生物多樣性設計、多孔隙環境、生態水池、生態水
1.生態多樣性指標
域、表土保存技術、生物多樣性設計
生態
2.綠化量指標
生態綠化、立體綠化、人工地盤綠化
指標群
透水鋪面、綠地披覆地或草溝設計、景觀貯留滲透水
3.基地保水指標
池、貯留滲透空地
(1)外殼節能：
低輻射外殼材料、建築配置節能、適當的開口率、外遮
陽、開口部玻璃、開口部隔熱與氣密、屋頂構造與材料
(2)通風節能：
善用地形風、季風通風配置、運用植栽控制氣流、開窗
節能
通風性能、風力通風
4.日常節能指標
指標群
(3)空調節能：
空調分區、大空間分層空調、空調回風排熱、VAV空
調系、CO2濃度外氣控制系統、建築能源管理系統
(4)照明節能：
屋頂導光、照明光源、照明方式、間接光與均齊度照
明、照明開關控制、開窗面導光
簡樸造型與室內裝修、合理的結構系統、結構輕量化、
5.CO2減量指標
再生建材利用
土方平衡、營建自動化、乾式隔間、整體衛浴、營建空
減廢 6.廢棄物減量指標
氣污染防制、明管設計
指標群
7.水資源指標
省水器材、中水利用計畫、雨水再利用、植栽澆灌節水
8.污水及垃圾改善
雨水再利用、省水器材、中水利用計畫、植栽澆灌節水
指標
室內採光、通風平面計畫、室內污染控制、室內空氣淨
健康
9.室內環境指標
化設備、預防壁體結露/白華、地面與地下室防潮、綠
指標群
色建材、綠色裝修設計
註：1.依本基地特色，粗體標示為基地規劃階段可採行之技術手法，其餘技術手法可於建築物規劃與
設計階段採用。
2.資料來源自綠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 2012 版，本計畫研究整理。
3.本計畫應取得綠建築標章之等級，須至少符合建築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2. 營造性別友善及無障礙環境
未來空間規劃涉及性別權益課題，如男女廁所合理比例(建置基準
1:3)與數量，並評估考量跨性別廁所。同時，考量各設施位置之適宜性
與安全性（如加設路燈及景觀照明數量、避免女廁位置邊緣化，並於本
計畫規劃範圍、男女廁及無障礙廁所等處裝設安全警鈴、反偷拍偵測器
等）、哺乳室之規劃設置等，未來亦將對於進駐之工作團隊平衡性別比
例，建立違反性別工作法之申訴管道與處理機制，以落實性別之權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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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同時，建構符合無障礙使用之環境，如採用室內與戶外空間之鋪面
設置原則（減少路面水溝蓋縫隙，改採暗溝形式、清楚標示電梯、電扶
梯及樓梯扶手之間隙警示等）之強化與增設等。
3.人才培訓中心硬體設施
按照國際規範(如國際風能組織(GWO))和風場開發商或風力機製造商之
要求，建立國際級硬體設施，總空間要求約 2.5 公頃，包括 1 棟大樓(2
層樓建築物)和戶外訓練空間，以及停車場、綠帶等公共空間。未來培
訓中心之空間應包括：
(1) 一般設施：


訓練教室 5 間：15 人以下2 間、25 人1 間、50 人1 間、多媒
體訓練教室：25 人1 間



相關福利空間：100 人以上餐廳1 間、交誼廳1 間、廁所、休
息區域等)和行政人員辦公室、講師休息室各 1 間



教材與訓練設備儲存空間、機電設備空間等

(2) 訓練場所：配合 GWO 要求之安全模組課程基本設施要求，規劃訓
練場所包括：
 海上求生
 訓練用水池，約需 20 公尺50 公尺4 公尺深
 風機階梯和小船(訓練人員運送)
 約高 4 公尺的平台(訓練緊急跳入水中)
 高空作業
 8 公尺高之平台、和 24 公尺、40 公尺高塔柱各一座
 模擬使用救難下降容器逃脫的平台
 火災感知
 可製造火災狀況和足以練習滅火技巧的場地
 可模擬逃離瀰漫煙霧的房間
 急救


教室和演練模擬情境的訓練塔柱

 人工操作
 足以進行實務操作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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